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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深圳视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于互联网数据采集领域，为国内外广大用

户提供完整的数据采集方案与服务。目前拥有超过五十万*的用户，其中包括政府机构

税务部门与众多知名企业。我们一直秉承着信任、务实、挑战自我、专注用户价值的

核心企业理念，潜心服务于大数据产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智能化的大数据产品。 

由深圳视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推出的核心产品——八爪鱼采集平台，以

云服务的方式提供数据采集服务，降低了大数据行业数据收集的门槛，帮助个人、企

业轻松获取海量数据并深度挖掘大数据价值。目前，在政府、金融、税务、教育、市

场咨询、大数据、电商等领域均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系统介绍八爪鱼采集器的操作功能、技术架构、服务应用

等方面，同时对八爪鱼的操作进行全面技术的指导和阐释。以便服务用户更好地运用

爬虫技术，掌握数据挖掘的能力，也为行业内人员进行数据采集技术的交流提供相对

统一的语言范本。 

 

 

 

 

 

 

 

 

 

 

 

 

 

 

 

 

 

 

 

 

                                                
* 数据截止至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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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2.1 公司介绍 

深圳视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业界领先的大数据软件和解决方案服务提供

商，已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认证。其自 主研发的八爪鱼大数据采集平台

（www.bazhuyu.com）整合了网页数据采集、移动互联网数据及 API 接口服务（包括

数据挖掘、数据优化、数据存储、数据备份）等服务为一体，伴随“数多多”数据交易

平台（www.dataduoduo.com）“微图”可视化产品（http://www.wetoo.io/）的推出应

用，力争打造成为国内最为完善的大数据生态圈系统。 

 

 

图 2-1：深圳视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2 八爪鱼采集器介绍 

 

八爪鱼采集器是强大且易用的互联网数据采集平台，可简单快速地将网页数据转

化为结构化数据，存储于 EXCEL 或数据库等多种形式，并且提供基于云计算的大数

据云采集解决方案，实现精准、高效、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八爪鱼采集器提供多种操

作模式，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其智能模式可实现输入网址全自动化导出数据，

是国内首个大数据一键采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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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八爪鱼采集器 

 

 

图 2-3：八爪鱼采集器应用场景 

 

2.3 公司其他产品介绍 

2.3.1 数多多平台 

数多多是深圳视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数据服务交易平台，与八爪鱼采集器

采集平台一体化，直接交付数据结果，为用户提供无门槛的数据支持。作为数据服务

交易商城，数多多平台数据数量丰富、类别齐全，包括社交网络、电子商务、企业名

录、金融数据、生活服务、科研数据、知识库等领域的数据。用户可在数多多平台上

购买数据或上传数据赚取收益，也可通过数据定制寻求完整的数据解决方案，实现数

据的共享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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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数多多平台 

 

2.3.2 微图 

微图是深圳视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可视化云分析平台，以轻便智能为主要

特征，可以将简单的表格、文档转变为多种多样的图表，并且提供直观的数据可视化

分析结果。微图与八爪鱼采集器采集平台、数多多服务交易平台一体化，实现了从数

据源获取到数据结果展示的无缝对接，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数据解决方案与服务。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0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1-5：微图产品 

3 八爪鱼原理 

3.1 网页、大数据简介 

3.1.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简介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可谓互联网网页大量数据批量化采集，就是获取互联网中相关

网页内容的过程，并从中抽取出用户所需要的属性内容。此外，相应的对抽取出来的

网页数据进行内容和格式上的处理，进行转换和加工，使之符合用户的需求，并将之

存储下来，以供后用。 

目前网络数据采集采用的技术基本上是利用垂直搜索引擎技术的网络蜘蛛（或数

据采集机器人）、分词系统、任务与索引系统等技术进行综合运用而完成；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海量信息的增长，对信息的获取与分拣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需求。

人们一般通过以上技术将海量信息和数据采集后，进行分拣和二次加工，实现网络数

据价值与利益更大化、更专业化的目的。 

 

3.1.2 八爪鱼实现的功能 

八爪鱼网页数据采集系统以完全自主研发的分布式云计算平台为核心，可以在很

短的时间内，轻松从各种不同的网站或者网页中获取大量的规范化数据，帮助任何需

要从网页获取信息的客户实现数据自动化采集、编辑、规范化，从而降低获取信息的

成本、提高效率。在政府、高校、企业、银行、电商、科研、汽车、房产、媒体等众

多行业及领域均有广泛应用。 

图 3-1-1：采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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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爪鱼作为一款通用的网页数据采集器，并不针对于某一网站某一行业的数据进

行采集，而是网页上所能看到或网页源码中有的文本信息几乎都能采集，市面上 98%

的网页都可以用八爪鱼进行采集。 

使用本地采集（单机采集），除了可以实现绝大多数网页数据的爬取，还可以在

采集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初步的清洗。如使用程序自带的正则工具，利用正则表达式将

数据格式化，在数据源头即可实现去除空格、筛选日期等多种操作。其次八爪鱼还有

提供分支判断功能，可对网页中信息进行是与否的逻辑判断，实现用户筛选需求。 

云采集除具有本地采集（单机采集）的全部功能之外，还可以实现定时采集，实

时监控，数据自动去重并入库，增量采集，自动识别验证码，API 接口多元化导出数

据以及修改参数。同时利用云端多节点并发运行，采集速度将远超于本地采集（单机

采集），多 IP 在任务启动时自动切换还可避免网站的 IP 封锁，实现数据采集的最大

化。 

 

 

 

图 3-1-2：定时云采集 

 

3.2 八爪鱼采集器架构 

3.2.1 技术 

八爪鱼网页数据采集系统采用 C/S 架构，云计算服务端基于分布式云计算平台，

总体架构包括客户端，服务端，云采集端，系统监控端等四大方面。数据服务使用

MongoDB 与 SQLServer 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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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架构设计 

 

八爪鱼内置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仓库，数据整合接口为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可进

行内外网抓取。同时八爪鱼采集系统还支持二次开发，可以实现与企业内部系统的无

缝对接。 

图 3-2-2：系统接口 

 

3.2.2 存储 

系统存储由 MongoDB与 SQLServer组成，采集结构化数据存储于 MongoDB，系统

参数配置存储于 SQLServer。 

 

3.3 八爪鱼采集原理 

八爪鱼网页数据采集客户端使用的开发语言是 C#，运行在 Windows 平台。客户

端主程序负责任务配置及管理，任务的云采集控制，云集成数据的管理（导出，清理，

发布）。数据导出程序负责数据的导出 Excel，SQL，TXT，MYSQL 等，支持一次导

出百万级别数据。本地采集程序负责根据工作流对网页进行打开，抓取，采集数据，

通过正则表达式与 Xpath 原理，快速获取网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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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采集流程基于 Firefox 内核浏览器，通过模拟人的思维操作方式（如打开网页，

点击网页中的某个按钮），对网页内容进行全自动提取。系统完全可视化流程操作，

无需专业知识，轻松实现数据采集。通过对网页源码中各个数据 XPath 路径的精确定

位，八爪鱼可以批量化精准采集出用户所需数据。 

 

3.4 云采集原理 

八爪鱼通过一套中央控制处理机制连接了用户端和云集群服务端。中央控制器接

收用户指令，把任务分派到云端的各个节点进行工作，实现自动负载均衡，动态伸缩，

热拔插。 

云平台服务端采用分布式架构及 MapReduce 原理，系统自动配置节点与任务拆

分，调度服务器进行采集，从而实现分布式高并发的性能要求。云采集节点支持灵活

横向扩展，可根据需求随时动态分配添加节点。 

 

 

图 3-4-1：云采集分布式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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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八爪鱼采集器注册和安装 

4.1 八爪鱼采集器注册 

在进行八爪鱼采集器登录或官网登录时，首先需创建八爪鱼采集器账号。注册账

号可在官网直接免费注册也可打开八爪鱼采集器点击免费注册。 

 

4.1.1 官网注册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www.bazhuayu.com 进入官网后点击右上角的“注册”进

行注册。 

 

图 4-1-1：官网首页 

 

4.1.2 采集器中注册 

打开八爪鱼采集器，点击“免费注册”。 

 

图 4-1-2：程序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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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进入方式在点击注册后，均默认进入邮箱注册界面，用户可自行切换到手机

注册界面。 

 

1、邮箱注册 

使用邮箱注册时，填写好相关信息，点击“注册”创建账户。  

 

图 4-1-3:使用邮箱注册 

 

点击“继续”，到注册邮箱查收邮件并进行激活。 

    

图 4-1-3：验证邮箱并激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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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激活邮件的解决办法 

1.检查自己填写的邮箱地址是否正确 

部分用户会写 www.123456@qq.com 此类邮箱，邮箱地址错误必然是收不到激活

邮件。 

此时需要重新注册一个新账号，填写正确的邮箱地址。 

2.有可能在垃圾邮件里，请先到垃圾邮件里查看。 

3.若垃圾邮件里没有，再查看是否被邮箱拦截，请在邮箱设置中把八爪鱼采集器

加入白名单。 

service@bazhuayu.com 

service@skieer.com 

bazhuayu@support.bazhuayu.com 

以上三个邮箱均有可能发送激活邮件。 

然后到官网登录用户中心把激活邮件再发一次。 

如果还没有收到激活邮件请联系客服，提供账户名及邮箱地址查询。 

 

2、手机注册 

使用手机注册时，可实现快速注册，无需进行激活验证。填写相关信息，点击“注

册”后即可创建好账号。此时手机号可作为用户名直接登录八爪鱼采集器进行使用。 

 

图 4-1-4：使用手机号注册 

http://www.1234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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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八爪鱼采集器安装 

4.2.1 安装方法 

1、下载八爪鱼采集器安装包 

浏览器中输入 http://www.bazhuayu.com/download 进入下载界面。 

 

图 4-2-1：八爪鱼采集器下载界面 

 

点击“立即下载”，下载八爪鱼采集器的安装包。然后在保存路径找到对应的压

缩文件，通过解压工具进行解压，并进行安装。 

 

2、安装八爪鱼采集器 

解压下载好的八爪鱼采集器的安装包。 

如果没有解压软件，还需要再下载解压软件，解压后将得到下图文件夹 

 

图 4-2-2：安装包解压后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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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setup.exe 文件（建议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然后点击下一步。 

 

图 4-2-3：初始运行 setup.exe安装向导 

 

选择要安装的文件夹（建议默认文件夹），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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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选择安装文件夹 

确认安装点击下一步 

 

图 4-2-5：程序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点击关闭，将在桌面上自动创建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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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程序安装完成 

3、八爪鱼采集器登录 

在个人电脑中，双击桌面的八爪鱼采集器图标进行登录。 

 

图 4-2-7：八爪鱼图标 

  

打开八爪鱼采集器软件，输入登录名和密码，点击登录。 

 

图 4-2-8：程序登录界面 

 

登录后进入主界面，第一次进入有主界面时将有如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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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首次进入程序主界面 

 

观看完首次介绍后，再次进入八爪鱼采集器，将看到如下主界面 

 

图 4-2-9：程序主界面 

 

4.2.2 安装过程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Win XP/7/8/10 系统均兼容安装八爪鱼采集器，但均需要.NET3.5 SP1 支持，Win 

7/8/10 已经内置支持，无需下载，但 XP 系统需要先安装.NET3.5 SP1，软件会在安装

时自动检测是否安装。如果没有安装则会自动从微软官方在线安装，国内在线安装速

度很慢，建议先下载安装包再安装.NET 3.5 SP1，然后再安装八爪鱼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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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登录后，程序无响应；或出现“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请稍后重试”。 

首先确定你的错误是否为：无法创建“system.serviceModel/commonBehaviors”配

置节。machine.config 文件缺少信息。请验证此配置节是否注册正确以及节名称是否

拼写正确。对于 Windows 通信基础节，请运行 ServiceModelReg.exe -i 以修复此错

误。 

检查方法为：打开八爪鱼采集器安装目录，一般为： C:\Program Files 

(x86)\Bazhuayu\BazhuayuDataCollection\Client，或者右键查看八爪鱼采集器快捷方式的

属性，查看文件位置。    打开之后，再打开里面的 Log 文件夹，里面如果有 Error

文件夹打开，最后打开里面的错误日志文件。看是否有如下错误信息： 

图 4-2-10：log信息--运行 ServiceModelReg.exe -i 

 

这个问题是由于电脑配置不正确导致的，只要修复电脑配置即可。具体修复方法

如下： 

Win7/8/10 系统下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然后输入：cd %SystemRoot%\ 

Microsoft.Net\Framework\v3.0\Windows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接着回车，待其执行完该命令后，再输入：ServiceModelReg.exe -i，回车。 

最后一条命令执行完后重启电脑，重新登录八爪鱼。 

 

2. 安装程序出现 2502、2503 错误。 

这种错误是由于安装权限不足造成的，由于 msi 的安装包不像其他 exe 的安装程

序，在安装包上点击“右键”之后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选项。下面以 Win8

系统为例。 

1.把鼠标放到 Win8 屏幕的最左下角，等待 Win8 Metro 界面的缩略图出现后点击

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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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1：选择命令提示符 

 

2.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管理员）” 

 

图 4-2-12：命令提示符操作界面 

 

3.找到自己将要安装的程序路径，比如：我要安装的这个程序在 D 盘的 Others 文

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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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3：程序路径 

 

4.点击路径那一栏，把路径复制出来，然后再复制程序名称 

   

图 4-2-14：复制程序路径 

 

5.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中输入 msiexec /package 你将要安装的程序的完

整路径及程序名（注意空格），比如：我要安装 D 盘 Others 文件夹下的 ms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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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3：命令提示符中输入路径 

 

6.然后按回车键，安装程序就会自动启动，此时，在安装的过程中就不会碰到类

似 2502、2503 的错误。 

 

图 4-2-14：命令执行完成 

 

更多八爪鱼采集器安装问题请参考： 

http://bbs.bazhuayu.com/showforum.aspx?forum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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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界面介绍 

软件成功登录后，就会返回主界面（如下图）。 

 

图 5-1-1：八爪鱼采集器主界面 

 

八爪鱼采集器主界面主要分为四个板块：1、左上角控件 2、任务栏 3、三种采集

模式 4、三种资源。下面将详细介绍各个板块。 

 

5.1 左上角各控件 

5.1.1 个人中心 

位置： 

 

图 5-1-2：八爪鱼采集器“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是可以连接到网站的个人中心页面，查看个人的使用信息和任务管

理。具体信息可以点击后自行查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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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八爪鱼官网的个人中心界面 

 

5.1.2 Xpath 工具 

位置： 

 

图 5-1-4：八爪鱼采集器“Xpath 工具” 

 

该工具主要是用于高级用户在网页中对数据进行定位时使用。（参考 Xpath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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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Xpath 工具”主界面 

 

5.1.3 正则表达式工具 

位置： 

 

图 5-1-6：八爪鱼采集器“正则表达式工具” 

 

该工具主要是用于生成一条正则表达式，匹配相应的字符串信息。与“格式化数

据”中的正则匹配、正则替换有联系。详细操作参考“正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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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Xpath 工具”主界面 

 

5.1.4 导出计划 

位置： 

 

图 5-1-8：八爪鱼采集器“导出计划” 

 

主要是在设置了“自动导出到数据库”后，相应的导出计划会在该窗口出现。参

考“自动导出数据库”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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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导出计划”主界面 

 

5.1.5 关于 

位置： 

 

图 5-1-10：八爪鱼采集器“关于” 

 

包含软件当前版本信息、声明，以及软件的检测更新。 

 

 

图 5-1-11：“关于”主界面 

 

5.2 左侧任务栏 

5.2.1 快速开始 

“快速开始”主要包含任务的创建、导入导出、规则市场、数据市场，点击后根

据相应的提示进行操作。操作相对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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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八爪鱼采集器“快速开始”栏目 

 

5.2.2 任务状态 

与云采集有关，可以查看各状态中的任务情况，其中云采集：运行中、云采集：

已停止、云采集：已完成，可以查看各任务在云服务器上采集的情况。（参考云采集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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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八爪鱼采集器“任务状态”栏目 

 

5.2.3 采集规则 

采集规则中有个规则市场，点击后可跳转至数多多的规则市场。在规则市场上可

以查找到用户上传的规则，通过付费下载，便可直接使用。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33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5-2-3：八爪鱼采集器“采集规则”栏目 

 

5.2.4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中有个数据市场，点击后可跳转至数多多的数据市场。在数据市场中有

许多现成的数据包可供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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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八爪鱼采集器“数据中心”栏目 

 

5.2.5 我的任务 

八爪鱼采集器的各个任务组（方便管理任务），以及任务组中的多个任务。任务

就是我们所创建的流程，用于采集各个网站的数据，一个任务中有一个入口网址，也

有最终采集的数据字段信息。所以当我们采集不同网址的数据，或是同一网址的不同

字段信息时，就需要创建不同的任务进行采集。任务创建完成后，可以长期保存，方

便再次采集。 

任务也称之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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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八爪鱼采集器“我的任务”栏目 

 

5.3 三种模式 

5.3.1 SMART 模式（简单介绍） 

SMART 模式是八爪鱼采集中的一个智能模式，只要输入网址，便可直接将网页

中的数据以表格的形式采集下来，并且支持字段信息的删除、修改，翻页、数据的导

出等。 

SMART 模式暂时只支持采集有列表或表格信息的网页，例如：电商网站商品列

表的商品信息，一些生活服务类的网站等等，只要是列表或表格形式的网页都可以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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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SMART 模式 

 

 

图 5-3-2：SMART 模式采集完成界面 

 

5.3.2 向导、高级模式（简单介绍） 

向导模式是适用于初学者学习的一种模式，直接根据软件的操作引导进行设置，

完成设置后就可以实现数据采集。参考“向导模式”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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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向导模式 

 

高级模式是一种进阶模式，可以应对 98%的网页采集。高级模式支持用户自定义

设计工作流程，软件将根据设计的工作流程去执行，流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模仿人

浏览网页的操作。参考“高级模式”章节。 

 

图 5-3-4：高级模式 

 

5.4 资源板块 

1、学习资源（教程、论坛） 

学习资源板块可以链接到官方网站的视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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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学习资源 

 

2、规则市场、数据市场 

可以链接到数多多的规则市场以及数据市场。 

 

图 5-4-2：规则市场、数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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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MART模式 

6.1 适用场景 

SMART 模式暂时只支持采集有列表或表格信息的网页，例如：电商网站商品列

表的商品信息，一些生活服务类的网站等等，只要是列表或表格形式的网页都可以采

集。详细信息可以查阅：http://www.bazhuayu.com/faq/smart.aspx 

 

6.2 SMART 界面介绍 

 

图 6-2-1：主界面 SMART 模式输入框 

 

在主界面最上方的输入框中，用户可以输入想要采集的网址链接，点击蓝色的

SMART 按钮，当前页面会出现自动分析的进程，最终会将相应网页的列表数据以表

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如下图。生成多行多列的数据，行数是根据当前页面列表项的数

目决定，而列数是根据列表的主要信息的类别决定。 

这里以大众点评网站为例：http://t.dianping.com/list/shenzhen-category_1 

http://www.bazhuayu.com/faq/smar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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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大众点评网站团购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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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SMART 模式打开网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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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SMART 模式采集完成界面 

 

6.3 主要功能点 

6.3.1 导出 EXCEL 

生成的数据可直接导出为 EXCEL03 格式，通过页面右下角的绿色按钮“导出

EXCEL”，点击“保存”，可以将当前的数据保存到本地相应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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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SMART 模式“导出 EXCEL” 

 

6.3.2 换一组 

SMART 模式分析结果存在多个，当你对当前结果不满意的时，例如当前的大多

信息都不是你需要的，这时候可以尝试点击中下位置的“换一组”。八爪鱼采集器后

台会重新采集网页中各种类别信息，通常一个列表类网站有 2-3 组可供转换，这些转

换也可循环切换。 

 

图 6-3-2：SMART 模式“换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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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SMART 模式不同类别的采集信息 

 

6.3.3 修改、删除列名 

在挑选满意的组别后，用户可对列名进行修改和删除。这一信息在 SMART 模式

中也有所提示。因 SMART 模式生成的字段名称是随机编码的，很多字段信息需要重

新命名。 

操作：在需要修改的列名称上，右击会弹出删除列、修改列名选项。 

选择第一项：删除列，则该列会直接删除。也可以在选中该列后，直接使用“Delete”

键。 

 

图 6-3-4：SMART 模式“删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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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第二项：修改列名，点击后会在右侧出现一个输入框，将想要的字段名称输

入到里面，然后点击修改，就可以实现字段名称的改动。字段名称只能由字母、数字、

下划线、中文汉字组成，同时不能以数字开头。 

 

图 6-3-5：SMART 模式“修改列名” 

 

6.3.4 加载下一页 

如果想要获取更多页面的数据，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加载下一页”，相当于网页

向后翻动一页，这时会加载更多的数据。一般情况下，可以再次加载 2 页，即可以点

击“加载下一页”按钮 2 次。 

 

图 6-3-6：SMART 模式“加载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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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 3 次点击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提示框，可以选择对该网页进行“单机采集”或

者“云采集”。 

也就是通过运行“单机采集”或者“云采集”自动实现更多数据的采集。当想要

采集大量数据的时候，通过手动点击“加载下一页”加载数据，较为繁琐。而单机采

集、云采集可以实现自动采集该网站的数据。关于单机采集、云采集的详细介绍，将

会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解。 

 

图 6-3-7：SMART 模式使用单机采集或云采集 

 

6.3.5 转为向导、高级模式 

有一定规则配置基础的用户，可以将当前 SMART 模式转向导模式或者高级模式。

对采集任务进行更加细化的调整和更加精确的采集。 

这三种模式主要区别在于适用范围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数据的采集。 

向导模式、高级模式的制作参考“新手入门”章节。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47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6-3-8：SMART 模式“转为向导、高级模式” 

 

6.4 常见示例 

完整示例如下： 

示例网址 http://t.dianping.com/list/shenzhen-category_1 

目的：通过该网址采集大众点评团购基本信息。需要采集每一个团购信息的商家

名称、团购信息、团购价格、已售数量。如图 6-2-2。 

1、将网址直接复制在搜索框中，点击 SMART 模式。 

 

图 6-4-1：通过 SMART 模式采集大众点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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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尝试切换不同的组别，点击下方位置的换一组。选定第一组为所需信息。 

 

 

图 6-4-2：SMART 模式，换一组 

 

3、切换到第一组，删除不需要的列项。 

在需要删除的列名称上，点击右键，选择“删除列”选项，将所有不需要的选项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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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3：SMART 模式，删除列 

4、修改列名，在剩下的四列中，根据所需，修改每个字段名称：分别为商家名

称、团购信息、团购价格、已售数量。 

 

图 6-4-4：SMART 模式，修改列名 

 

5、点击“加载下一页”按钮，实现数据的加载。 

 

图 6-4-5：SMART 模式，加载下一页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50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如果当前的数据量已经满足采集的需求，则可以选择右下角的绿色框“导出到

EXCEL”，将数据保存到本地文件夹中。 

再次点击加载下一页，弹出单机采集或者云采集提示框。选择左边的单机采集，

点击后，八爪鱼采集器会自动弹出一个新的采集窗口，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 

 

图 6-4-6SMART 模式，单机运行 

 

6、单机运行，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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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7：单机运行，采集数据 

在运行单机采集时，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 smart 任务组别。同时生成一个相应的

任务。方便用户区分任务组与后续使用。。 

除了单机采集，还可以选择云采集，实现采集速率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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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手入门 

7.1 向导模式 

向导模式适用于新手初级用户。该模式下无需配置规则，只需按照向导提示输入

相应的信息或进行相应的操作，便可以实现简单的数据采集功能。同时该模式也是新

手了解八爪鱼采集器采集流程的一个重要的开始。 

向导模式的学习主要是从学习任务开始，学习任务在向导模式板块中的下方，如

图。学习任务中的例子以相对简洁的网页作为示例。对于新手来说，在学习任务中可

以简单理解网页结构，同时对八爪鱼采集器采集流程会有一个简单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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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主界面中的向导模式以及向导模式的学习任务 

 

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许多人只有浅显的采集概念，比如想要采集 58 同城的电

话号码、大众点评的商家电话号码、百度地图的商家信息、微信文章的内容等等，至

于技术是如何实现，则无从下手。。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页结构，八爪鱼采集器将之归类为四种采集类型，使数据采集

变得更加简单。我们可以通过先了解这些类型来理解不同数据的采集。 

四种采集类型分别是单网页类别采集、列表或表格类别采集、列表及详情页类别

采集、URL 列表类别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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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向导模式中的四种采集类型 

 

四种数据采集类型的差别以及主要使用范围如下： 

1、单网页类别采集 

只在一个特定的网页上抓取数据，称之为单网页。如果想要采集某一文章或新闻

信息（采集标题、时间、作者、正文）则属于单网页采集。更加广泛来说，如果只需

要提取单个页面的一个或多个不同信息，就可以称为单网页采集。 

如图 7-1-3，该网页是一个新闻信息，当需要通过八爪鱼采集器抓取该新闻的基本

信息时，便可以使用单网页模式。 

 

图 7-1-3：新闻信息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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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对新闻信息进行单机采集 

 

 

2、列表或表格类别采集 

列表形式 

当你想要采集一系列结构类似的信息时，比如说采集大众点评的团购信息、京东

商城的商品信息等，就需要采用列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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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大众点评网站的团购列表信息 

 

大众点评的团购信息是一个页面内含多个团购信息，每个团购信息中都有标题、

团购价格、已售数量等。如果想要采集每一个团购的这三个信息，那么可以使用列表

以及表格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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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京东商城的商品列表信息 

 

京东商城的商品信息是一个页面有多个商品信息，每个商品信息都包含标题、价

格、图片、评价人数等，如果想要采集每一个商品的这些信息，同样需要使用列表以

及表格信息采集。 

那列表以及表格信息具体该如何采集？列表的概念在八爪鱼采集器的使用过程

中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每个规则都会需要创建列表。列表是由同一网页中结构相似

属性相同的列项所构成。比如上图中，所有的团购信息可以构成一个团购列表，所有

的商品可以构成一个商品列表，因为它们都是团购或者商品（属性），结构类似。所

有的标题也可以构成一个标题列表，所有的价格信息也可以构成一个列表。因此列表

其实是一个很泛化的概念。 

在向导模式中，会有相应的操作提示，根据提示进行创建就能生成相应的列表项。

在创建列表后，可实现团购信息的批量采集。 

 

表格形式 

表格形式是列表形式的一个特例。就像常见的 EXCEL 表格，信息的排列很规整。

表格形式大都是按照相应的方式将整个表格的数据最终同样以表格的形式采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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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表格形式的网站数据 

 

3、列表及表格的详情页采集 

从一个列表信息页面进入到每个列项的详情信息页面，采集详情页面的信息。如

果想要采集大众点评的商家电话号码、京东商品的每一个商品的基本信息等等，则需

要从前面的商品列表进入到每一个商品的详情页面中，采集详情页中的商品信息。八

爪鱼采集器的采集可以实现只设置一个商品的详情页的字段信息采集，就能自动的采

集其他商品的详情页字段信息。 

 

图 7-1-8：京东商品的详情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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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RL 列表类别采集 

采集多页同类型简单网页信息，每一页使用相同规则，提取到的数据汇总到同一

张表。例如无翻页，连续 ID 内容页面信息提取。 

前三种类别的采集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网站的采集，但是有些网站的翻页有

难度，或者原本无翻页的情况，URL 列表类别采集就可以发挥作用。同时 URL 列表

也是多个单网页采集的集合。 

 

图 7-1-9：URL 列表信息采集 

 

向导模式较为简单，通过相应的指引，就可以实现数据的采集。 

 

7.2 高级模式 

高级模式：该模式适用于进阶用户，该模式需自行配置规则，可以实现全网 98%

以上网页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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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模式中，每一个任务（规则）的制作只需四步：设置基本信息-设计工作流

程-设置执行计划-完成。重点在第二步：规则的配置，任务的不同主要是在“设计工

作流程”步骤中体现出来。 

规则的配置主要强调的是模拟人浏览网页的操作。在高级模式学习中，同样是先

通过学习四种采集类型熟悉高级模式的使用。 

在正式使用高级模式前，也可以通过高级模式的学习任务进行学习。 

 

图 7-2-1：高级模式的学习任务 

 

7.2.1 单网页采集 

点击高级模式右侧的“开始采集” 

 

图 7-2-2：高级模式“开始采集” 

 

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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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任务名：任务名是为方便以后查找和记忆，任务名称对符号、数字等格式没

有限制。这里示例命名为：单网页示例。 

输入备注：可以备注该任务的重点信息，方便记忆。对输入的字数有所限制，超

过的字符将不被收入。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进入到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图 7-2-3：高级模式中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1、在流程设计器中，将左侧小图标“打开网页”（第一个）拖入流程设计器，

同时在右侧输入相应的网页地址。点击右下角的保存。设置成功后，下方浏览器也会

相应打开网页。这时可以观察当前页面是否是自己需要的页面。如果不是，需要重新

替换。 

示例网址：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simplemovies2.html 

第二步骤的界面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是流程设计器在左上边，是呈现整个任务

流程的窗口，也可以直接在窗口中对流程进行操作编辑。 

第二个板块是右上边的定制当前操作，这个板块主要显示流程中每个步骤的高级

设置。第三个板块是下方的浏览器部分，这是内嵌的火狐浏览器，可以打开相应的网

页，并进行操作。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simplemovies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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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高级模式中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图 7-2-5：高级模式中 “输入网址信息信息” 

 

2、通过鼠标在下方浏览器中移动，移动到想要采集的信息上，进行采集。 

在移动过程中，会有一个蓝色的背景条跟着相应变化，该蓝色背景条是表示当前

鼠标将要选择的范围。 

当想要采集文章标题时，将鼠标移动到标题上，使蓝色的背景条覆盖整个标题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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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6：高级模式中采集步骤 

 

右键点击，出现选择框，选择“抓取该元素的文本”。 

 

图 7-2-7：高级模式中“抓取该元素的文本” 

 

在点击完成后，流程设计器会出现一个提取数据的步骤，同时右侧的设置中会显

示出当前所抓取的字段信息。下方浏览器中也会用绿色虚线框显示出所抓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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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高级模式中生成“提取数据”步骤 

 

3、重复第三步的抓取操作。抓取文章的发布时间、文章内容。 

 

图 7-2-9：高级模式中重复抓取操作 

 

当多次抓取数据时，在流程设计器中并不会创建多个提取数据步骤，而是在同一

个步骤里，生成多个字段信息。有效避免了流程的重复、繁杂的情况。 

 

4、修改各字段名称，点击保存。每次对“定制当前操作”（ 也称为高级选项，

在界面的右上方）的重新设置后，都需要重新点击保存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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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0：高级模式中完成抓取操作 

 

第三步：设置执行计划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无需设置任何操作。 

该步骤可以设置任务运行的一些执行操作例如：禁止加载图片、云采集不拆分、

增量采集等。一般是针对云采集，详细信息可以参考“云采集” 章节。使用单机运行

时，一般不需要设置任何执行计划。 

 

图 7-2-11：高级模式“设置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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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完成 

继续点击下一步，然后选择“启动单机采集”。 

在完成状态中，任务可以进行单机运行，也可以进行云采集，或设置定时云采集

设置。云采集简单来说是将任务放到云节点上运行，可以实现自动化采集。但云采集

有版本上的限制。详细信息可以参考“云采集” 章节。 

数据导出 API：会生成任务的 ID，用于任务的 API 应用。详细信息可以参考“API”

章节。 

分享规则，赚取多多币：将自己制作的规则上传到数多多平台，可以实现规则的

共享，同时赚取一定的多多币（多多币可以提现为人民币）。 

返回任务列表：返回启动任务列表，一般用于查看任务。 

 

图 7-2-12：高级模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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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3：高级模式单机运行情况 

 

启动单机运行后，该任务会根据前面的任务流程以及配置信息运行，实现数据的

采集。 

 

7.2.2 列表和表格的采集 

在列表和表格信息采集中，主要是学习创建列表以及创建循环翻页。 

文章入口地址为：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genremoviespage1.html 

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输入任务名：此处任务名为方便以后查找和记忆，任务名称对符号、数字等格式

没有限制。这里示例命名为：列表信息示例。 

输入备注：可以备注该任务的重点信息，方便记忆。对输入的字数有所限制，超

过的字符将不被收入。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进入到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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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4：高级模式“输入任务名称” 

 

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1、在流程设计器中，将左侧小图标“打开网页”（第一个）拖入流程设计器，

同时在右侧输入相应的网页地址。 

 

图 7-2-15：高级模式“输入网址信息” 

 

2、创建循环翻页步骤，使流程中生成一个可以自动翻页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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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移动到下方浏览器中的“下一页”按钮上，右键点击，弹出一个选择框，选

择高级选项中的“循环点击下一页”。 

 

图 7-2-16：高级模式“循环点击下一页” 

 

选择好后，在流程设计器中就会创建一个循环点击下一页的步骤。 

 

图 7-2-17：高级模式创建循环翻页步骤 

 

3、创建循环列表。按照顺序创建一个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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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移动到第一个电影信息框上，使蓝色背景框覆盖第一个电影的所有信息，右

键点击，弹出选择框，选择高级选项中的“创建一个元素以处理一个元素”。 

 

图 7-2-18：高级模式“创建一个元素以处理一个元素” 

 

 

图 7-2-19：高级模式创建循环列表中添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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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0：高级模式创建循环列表中添加其他元素 

 

选择后，整个流程暂时不会新增任何步骤，这时需要继续添加新的列表信息，将

鼠标移动到第二个电影信息框上，右键点击，弹出选择框，选择“添加到列表”。 

 

图 7-2-21：高级模式创建循环列表“添加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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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后，八爪鱼采集器后台会自动将当前页面中所有相似的结构列项添加到

这个列表中。在确认列表中包含了所有所需的列项后，选择“创建列表完成”。再点

击“循环”选项。 

 

图 7-2-22：高级模式创建循环列表“创建列表完成” 

 

 

图 7-2-23：高级模式创建循环列表点击“循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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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流程设计器中会生成一个循环提取数据步骤，内嵌在上一步生成的循环

翻页的步骤里面。 

 

图 7-2-24：高级模式创建循环提取数据步骤 

 

此处的循环流程与计算机的流程图类似。对于这一点的理解，需要把握到整个流

程的如何运行的。 

 

4、提取数据。 

在 3 的基础上，确保当前的步骤是在提取数据上，可以点击流程设计器中“提取

数据”步骤，当前步骤是有一个虚线框包围的。同时，下方浏览器会出现当前选择的

循环项。提取的字段信息应该在当前的绿色的虚线框内抓取，抓取电影的标题、类型、

评分、上映年份、时间。将鼠标移动到下方页面中的相应的标题、类型等数据的位置，

使蓝色背景条包含所需提取的各个信息，右键点击，弹出选择框，选择“抓取该元素

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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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5：高级模式 “抓取该元素的文本” 

 

 

图 7-2-26：高级模式重复抓取元素文本 

 

同样，此处也可以直接修改字段的名称。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需设置抓取第一个电影的信息，八爪鱼采集器会根据这个

设置，循环提取每一个电影的类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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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置执行计划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无需设置任何操作。 

第四步：完成 

继续点击下一步，然后选择“启动单机采集”。 

 

图 7-2-27：高级模式单机运行结果 

 

7.2.3 列表及详情页采集 

列表及详情页采集，可以看成是列表以及单网页采集的综合。 

文章入口地址为：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navmovies2.html 

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1、输入任务名：任务名是为方便以后查找和记忆，任务名称对符号、数字等格

式没有限制。这里示例命名为：列表及详情页示例。 

输入备注：可以备注该任务的重点信息，方便记忆。对输入的字数有所限制，超

过的字符将不被收入。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进入到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1、在流程设计器中，将左侧小图标“打开网页”（第一个）拖入流程设计器，

同时在右侧输入相应的网页地址。 

(将对应的重点框架标红，比如流程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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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8：高级模式“输入网址信息” 

 

2、创建循环列表。详细的过程可以参考“列表及表格信息采集”中的第二步。 

 

图 7-2-29：高级模式“创建一个元素以处理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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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0：高级模式创建循环列表中添加元素 

 

3、创建好列表后，在流程设计器中会创建出一个循环点击元素的步骤，同时下

方浏览器中的页面也会跳转到第一个元素的详情页中。 

 

图 7-2-31：高级模式创建循环点击元素步骤 

 

3、在当前页面中，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步骤的操作，可以参照单网页信息采集的中的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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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置执行计划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无需设置任何操作。 

 

第四步：完成 

继续点击下一步，然后选择“启动单机采集”。 

 

7.2.4 URL 采集 

URL 采集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采集，此类型的采集，主要是基于有一批网页的链接，

而且链接对应的网页结构是一致的。比如微博，大部分人的微博页面结构都是一样的，

当有一大批这类 URL 链接时，就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文章入口：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1.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2.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3.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4.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5.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6.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7.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8.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9.html 

http://www.skieer.com/guide/demo/10.html 

 

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与前面的任一个类型的第一步一样。填写任务名和备注。 

第二步：设计工作流程 

在流程设计器中，在左侧小图标中拖入一个“循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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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2：高级模式手动拖入一个循环项 

 

在定制当前操作中，确保循环方式是 URL 列表，点击下方的 URL 列表框，会弹

出一个输入框，将手上的 URL 列表直接复制到输入框中，每个 URL 必须以换行的形

式隔开。 

点击 OK，然后点击保存。 

 

图 7-2-33：高级模式填写 URL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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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34：高级模式创建循环打开网页步骤 

 

点击保存后，在流程设计器中循环框里会自动生成一个打开网页步骤，同时下方

浏览器中会打开第一个 URL 链接。 

 

第三步：提取数据。提取页面中电影的标题、剧情、上映时间。提取数据步骤的

操作，可以参照单网页信息采集的中的第三、四、五步。 

第四步：设置执行计划 

点击右侧的下一步，无需设置任何操作。 

 

第五步：完成 

继续点击下一步，然后选择“启动单机采集”。 

 

以上就是四个采集类型的操作介绍，仅仅掌握这四种采集类型还不足以应对全网

98%的网页，但这是学习八爪鱼的基础。当想要采集其他各种各样的网页时，都有可

能综合应用四种采集类型。 

 

7.3 任务的创建和修改 

7.3.1 任务的新建、编辑、修改 

1、任务（规则）的新建的方式主要有几种： 

在主界面上，点击绿框“开始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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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主界面上，点击绿框“开始采集” 

 

在任务栏中的任务组、任务上右键点击，选择新建任务。 

 

图 7-3-2：任务栏中右键新建任务 

 

在左侧的“快速开始”中，有新建任务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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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3：左侧的“快速开始”中，有新建任务 

 

2、任务的编辑、修改 

在任务栏中，选中需要编辑的任务，右键点击，选择编辑任务，或者直接双击任

务名，就可以重新打开任务界面，对任务重新修改。支持：修改任务名称、备注，修

改任务流程，修改任务的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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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任务栏中右键编辑任务 

 

同时任务还可以进行复制以及删除。 

所复制的任务具有与原任务一样的设置，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任务名称，以及任务

ID（API）。 

 

7.3.2 任务组的新建、删除 

除了单个任务可以编辑、修改外，整个任务组也可以实现新建和删除。 

 

一般是通过在任务栏中，右键点击，可以选择新建任务组，而当前选中某个任务

组时，右键点击，可以选择删除任务组。 

最新版本还可以对任务组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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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任务栏中右键任务组操作 

 

还有一个方式，是在编辑任务的第一步中，也有一个新建任务组的按键，可以创

建一个新的任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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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6：编辑任务中“新建任务组” 

 

7.3.3 任务的导入导出 

对于制作过的任务，可以实现任务导入、导出。极大方便了用户在不同账号间的

编辑任务，也实现了不同用户间的任务共享，一定程度上提高用户采集数据的效率。 

一般在任务栏中选择相应的单个任务（或者任务组），右键点击，可以选择相应

的导入导出选项。实现任务的导入导出。 

在快速开始中，也有任务的导入导出的选项。 

导出方面：目前支持单个任务的导出、整个任务组的导出。 

导入方面：支持多个任务同时导入一个任务组。 

 

7.3.4 刷新功能 

支持任务组，任务的刷新，适用于在不同电脑设备运行同一个账号的用户，由于

网络等原因，任务有时无法及时显示，更新速度慢，这时可以使用右键更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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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7：任务栏任务的刷新功能 

 

7.4 单机采集 

7.4.1 单机采集界面 

 

图 7-4-1：单机采集的主界面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87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在单机采集界面主要分为 7 个板块。 

1 是显示当前任务的任务名称 

2 是浏览器界面，显示当前页面的情况 

3 是显示当前任务的采集时间、采集速度、采集数量 

4 是当前提取到的数据量以及数据的具体情况，有时在右测还有一个错误报告，

显示在本次采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页面以及可能的原因。 

5 是当前任务的一些基本信息，以及相应的流程图。 

6 是采集选项，是在采集过程中可以勾选的地方。 

（1）采集异常时提示错误信息（勾选后，会在出错时弹出一个提示框） 

（2）禁止浏览器加载图片，勾选后可以加快采集速度 

（3）使用 HTTP 代理 

当单机采集时，有些网站会出现防采集现象，如果网站采取了封 IP、或者验证码

措施时，可以使用一些代理 IP 去采集，在代理 IP 中可以自由设置 IP 的数量以及 IP

更替的时间。 

7 是单机采集的开始、停止、导出选项。 

 

7.4.2 数据备份 

单机采集的数据可以选择导出，也可以选择“云备份”，数据会存储在云端，在

三个月的时间里，系统会帮助保存这些数据，三个月后将被自动清除。 

 

图 7-4-2：单机采集后的“数据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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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数据导出 

在单机采集完成时，会弹出一个蓝色窗口。显示当前采集的总数据量，以及用时

时长。同时可以直接导出到各种格式的数据。 

 

图 7-4-3：单机采集完成后，蓝色提示框 

 

直接点击“导出数据”，就可以选择导出为相应格式的文件。 

 

图 7-4-4：单机采集完成后，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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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选择“稍后导出”，即选择暂时不导出数据，可以在单机采集页面观察所

采集到数据的情况。比如是否漏采，是否缺失。 

在单机采集界面的右下方也有一个“导出数据”的按钮。同前面的导出数据选项

是一样的。 

 

图 7-4-5：单机采集完成后，导出数据 

 

7.5.1 导出数据的各种格式区别 

导出为 EXCEL 

数据可以导出为 EXCEL03、EXCEL07 格式，EXCEL 为最常用的数据展示形式，

可以用来制作电子表格、完成许多复杂的数据运算，进行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并且具有

强大的制作图表的功能。 

 

导出为 CSV 

CSV 是一种通用的、相对简单的文件格式，被用户、商业和科学广泛应用。它可

以非常容易地被导入各种 PC 表格及数据库中。最广泛的应用是在程序之间转移表格

数据，而这些程序本身是在不兼容的格式上进行操作的（往往是私有的和/或无规范的

格式）。因为大量程序都支持某种 CSV 变体，至少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输入/输出格

式。可以说，CSV 文件还是非常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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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用户可能需要交换信息，从一个以私有格式存储数据的数据库程序，

到一个数据格式完全不同的电子表格。最可能的情况是，该数据库程序可以导出数据

为“CSV”，然后被导出的 CSV 文件可以被电子表格程序导入。 

 

导出为 Txt 

由于结构简单，文本文件被广泛用于记录信息。它能够避免其它文件格式遇到的

一些问题。此外，当文本文件中的部分信息出现错误时，往往能够比较容易从错误中

恢复出来，并继续处理其余的内容。文本文件的一个缺点是，它的熵往往较低，也就

是说，其实本可以用更小的存储空间记录这些信息。 

 

导出为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英语：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简称：HTML）是一种用

于创建网页的标准标记语言。HTML 是一种基础技术，常与 CSS、JavaScript 一起被

众多网站用于设计令人赏心悦目的网页、网页应用程序以及移动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

网页浏览器可以读取 HTML 文件，并将其渲染成可视化网页。HTML 描述了一个网站

的结构语义随着线索的呈现，使之成为一种标记语言而非编程语言。 

 

导出为 Sql 

SQL 是一门 ANSI 的标准计算机语言，用来访问和操作数据库系统。SQL 语句

用于取回和更新数据库中的数据。SQL 可与数据库程序协同工作，比如 MS Access、

DB2、Informix、MS SQL Server、Oracle、Sybase 以及其他数据库系统。 

 

导出到数据库 

八爪鱼采集器中导入数据库主要是导入到 Mysql、sqlserver、Oracle 数据库中。根

据选择，然后设定对应参数的映射关系。 

在导出数据中选择 “导出数据库”，进入任务导出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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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单机采集完成后，选择导出到数据库 

 

 

图 7-5-2：导出到数据库向导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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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库类型，根据不同数据库，填写不同的配置信息。这里主要以 MySQL、

SqlServer 为例。 

 

图 7-5-3：导出到数据库配置页面 

 

1. SqlServer 数据库连接配置 

数据库类型：选择 SqlServer 

服务器名格式是：机器名（IP）\数据库实例名（一般可以填写“.”表示本机服务

器） 

身份验证： Windows 身份验证(无需填写下方用户名和密码) 

           Sqlserver 身份验证（需填写登录到 Sqlserver 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   SqlServer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Sqlserver 的密码 

数据库名： 选择已有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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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4：导出到数据库配置页面，“测试连接” 

 

点击“测试连接”，当显示“连接可用”时，继续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映

射界面。如果配置不正确，下方将会显示错误信息，需要重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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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5：导出到数据库数据映射界面 

 

选择数据表，可以点击右侧的下拉箭头，找到准备导入的数据表。然后在各目标

字段下选择相应的映射字段。至少需要填写一个映射关系。最后一列“设置为唯一标

识”，勾选后在导入的时候将会根据这个字段确定是数据库新增记录还是覆盖原有的

记录。 

注意：最下方有“保存配置”选项，勾选后，并填写相应的名称，可以将以上的

所有配置保存下来，但必须是导入数据库的所有步骤是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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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6：导出到数据库已保存的配置选项框 

 

点击“下一步”，出现“导出数据”页面，在该页面可以选择“是否忽略错误”，

勾选后，导出过程如果有错误依然会进行到最后。否则，一遇到错误，导出的过程就

会中止，如果需要继续导出数据，重新进行“导出数据库”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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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7：导出到数据库导出数据界面 

 

继续点击“下一步”下方空白位置，会显示当前导入数据的进程以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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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8：导出到数据库导出数据过程 

 

2、Mysql 数据库连接配置 

数据库类型：选择 Mysql 

服务器：    Mysql 服务器地址 

端口：      Mysql 实例的端口 

用户名：    登录 Mysql 的用户名 

密码：      登录 Mysql 的密码 

数据库编码：填写数据库的编码，不指定可能会出现导入后乱码的情况，例如导

出的是中文，可设置成 utf8，另外用户自己的数据库表、字段都需设置成 utf8 

数据库名称：选择已有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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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9：导出到 mysql 数据库配置页面 

 

后面的导入过程与 SqlServer 一样。 

 

7.5.2 自动导出到数据库 

由于数据库连接和数据字段映射相关的配置和手动导出是一样的，可参考上一小

节。 

完成数据库相关配置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执行计划配置界面。 

填写计划名称，点击“实时”，可以选择导出的时间间隔。目前支持按指定时间

间隔执行，最小粒度为每隔一小时执行一次，这样导出配置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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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0：设置导出计划界面 

 

导出配置完成后，八爪鱼采集器直接返回自动导出的计划列表，在列表中可以看

到各计划的类型和执行时间，同时还有启动、停止、删除三种操作。 

 

图 7-5-11：自动导出数据库任务计划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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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将要启动的导出计划，点击启动，这样系统就会自动定时运行导出计划，定

时将未导出的数据导出到数据库中。 

注： 

1、退出八爪鱼采集器后，执行计划将会自动停止，重新启动八爪鱼采集器后需

要重新启动执行计划 

2、使用自动导出前请先手动导出，保证相同设置是能正常导出到数据库的，若

手动导出提示错误，自动导出将不能正常执行 

3、自动导出只会导出未导出的数据，即手动导出过的数据不管导出的是 EXCEL

还是任何形式都将被视为已导出数据，不会自动导出 

4、自动导出时间是按设置的间隔时间导出，并非采集完后导出，也就是有可能

在采集过程中就执行导出计划，导出动作开始执行后采集到的数据将会在下次执行计

划中导出 

 

7.5.3 数据导出到 API 

API，又称为应用编程接口，就是软件系统不同组成部分衔接的约定。由于近年

来软件的规模日益庞大，常常需要把复杂的系统划分成小的组成部分，编程接口的设

计十分重要。程序设计的实践中，编程接口的设计首先要使软件系统的职责得到合理

划分。应用程序接口是一组数量上千、极其复杂的函数和副程序，可让程序员做很多

任务作，譬如“读取文件”、“显示菜单”、“在视窗中显示网页”等等。操作系统

的 API 可用来分配存储器或读取文件。许多系统应用程序借由 API 接口来实现，像是

图形系统、数据库、网络 Web 服务，甚至是在线游戏。 

总的来说，API 主要是被程序员使用较多，一般用户不用理解太深入。可以参考

网上已有的教程文档： 

http://www.bazhuayu.com/media/34513/%E5%85%AB%E7%88%AA%E9%B1%BC

%E6%95%B0%E6%8D%AE%E5%AF%BC%E5%87%BAapi%E5%BC%80%E5%8F%91

%E8%80%85%E6%96%87%E6%A1%A3_dataapi.pdf 

 

7.5.4 数据发布到网站 

首先要下载对应的接口文件（jiekou.php），然后拷贝到的网站根目录下，修改发

布密码。 

在八爪鱼采集器中制作相应的采集任务，这里的任务需要增加一些固定字段，是

为了发布网站而用，具体的操作可以参考网站中的教程：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aspx?type=1&page=2&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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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12：数据发布到网站的教程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02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8 初级应用（基本功能点） 

八爪鱼采集器是一款可适应各种网站的采集器，根据采集需求进行简单操作，同

时它可通过每个步骤的细节设置满足各种复杂网页的采集。 

在前面章节中，主要是八爪鱼采集器的基本操作，其中的步骤设置大部分都是通

过在页面中点击生成。但是网页的操作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模拟进行。比如向下滚动、

AJAX 加载、等待加载。 

在本章节会对每一个步骤的作用，细节设置进行讲解。 

 

8.1 屏蔽网页广告 

1、位置 

向导模式：打开或编辑规则时第一步：设置任务名称 

 

图 8-1-1：向导模式-屏蔽网页广告 

 

高级模式：打开或编辑规则时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图 8-1-2：高级模式-屏蔽网页广告 

 

勾选后的效果：勾选后将会屏蔽一部分网页内广告加载（例左右两侧等），主要

用于加快网页加载速度及打开网页后可更清楚地看到需要采集的数据，因网页情况不

同，八爪鱼采集器内部算法不一定可以适应所有状况，页面本身的采集数据有可能会

被屏蔽，若勾选后发现显示网页不一致就取消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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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示例 

勾选前：可见红框内的广告是会加载出来。 

 

图 8-1-3：屏蔽网页广告-勾选前 

 

勾选后：可见红框内的广告已经没有加载 

 

图 8-1-4：屏蔽网页广告-勾选后 

 

8.2 模拟手机 

1、位置 

高级模式：打开或编辑规则时第一步：设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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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模拟手机访问网页 

 

勾选后网页将会模拟手机打开网页效果，改变网页显示格式，主要用于某些网页

只能用手机打开，或者某些数据在手机端打开才可以显示。 

2、示例 

勾选前：可见是 PC 浏览器打开的页面效果 

 

图 8-2-2：模拟手机访问网页-勾选前 

 

勾选后：可见是手机浏览器打开的页面效果 

 

图 8-2-3：模拟手机访问网页-勾选后 

 

8.3 禁止加载图片 

1、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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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模式：打开或编辑规则时第二步-内置浏览器右上角部分（编辑任务过程中禁

止加载图片，不影响采集） 

 

图 8-3-1：高级模式-禁止加载图片-编辑任务时  

 

高级模式：打开或编辑规则时第三步-勾选左上角（采集过程中禁止加载图片，影

响将包括云采集及单机采集） 

 

图 8-3-2：高级模式-禁止加载图片-运行任务时  

 

 

勾选后将不加载图片，主要用于某些网站图片太多导致的网页加载速度过慢，或

广告图片太多导致网页加载图片过慢，因网页情况不同，部分网站设置是不加载图片

将会一直保持加载状态，若勾选后一直网页无法完成加载可以不勾选或者配合超时时

间或 AJAX 设置解决。 

另若流程中包含验证码步骤，此处将不可勾选禁止加载图片，禁止后八爪鱼采集

器将无法获取到验证码图片，自动打码功能将失效 

2、示例 

勾选前：可见网页内所有图片正常加载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06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8-3-3：禁止加载图片-勾选前  

 

勾选后：可见网页内只有已经没有加载图片 

 

图 8-3-4：禁止加载图片-勾选后  

 

 

8.4 高级模式各个步骤的高级选项 

八爪鱼采集器的运行主要是模拟人手动操作，将这些操作设置成流程，就可以让

八爪鱼采集器自动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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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流程设计器  

 

如图 8-4-1 的流程设计器，八爪鱼采集器所有模拟人的操作步骤都包含在左侧的

图标里了，正中间的流程图就是当前规则的流程。 

通过将左侧操作步骤拖动到中间的面板中，八爪鱼采集器将会按照流程图中设置

的步骤执行。 

 

8.4.1 打开网页 

高级模式：打开或编辑规则时第二步：设置工作流  

方法一：从左上角拖入打开网页步骤，在右边页面 url 文本框中填入要采集的网

址，点击保存 

方法二：在八爪鱼采集器内置浏览器中填入要打开的网址，按回车后，八爪鱼采

集器将会在流程设计器中自动生成打开网页步骤 

方法三：在八爪鱼采集器内置浏览器中填入要打开的网址，点击右侧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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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2：流程设计器-打开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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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3：高级设置-打开网页  

 

操作名：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超时：当网页一直无法打开时，超过了设置的时间将会强制执行后面的步骤 

阻止弹出新窗口：勾选后可阻止一部分新窗口的弹出，类似 360 浏览器中的阻止

广告弹出效果 

使用当前循环里的 URL 作为导航地址：循环打开 URL 的时候使用，勾选后将不

检测当前步骤所使用的 URL，若循环列表为空将不会打开网页 

页面加载完成后向下滚动：勾选后还需要配置滚动次数，滚动间隔，滚动方式，

设置后网页将模拟鼠标向下滚动的操作 

清理缓存：勾选后会先清理缓存  自定义 cookie：主要用于登录网站，保存前首

先要确认的是八爪鱼采集器浏览器中显示是已登录状态，保存后在单机采集及云采集

打开才会是登录状态，否则就是与没保存 cookie 是一样的 

激活重试：主要用于网站不稳定网络不稳定的情况，有时打开是 404，空白页，

500，跳主页等，但是重新打开又是正常的情况，重试条件，重试次数及时间间隔需根

据自己的情况多尝试几次，云采集也可以通过这个设置减少打不开网页的情况以便采

集到更多的数据 

 

8.4.2 循环项 

循环项，处理批量相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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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4：流程设计器-循环项  

 

 

图 8-4-5：高级设置-循环项  

 

循环列表：查看批量操作内容，若循环列表为空时将不会执行循环内的操作，如

点击元素，提取数据等，同样若循环内部无点击元素，提取数据等步骤，循环等于无

效循环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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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前等待：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的加载速度

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或者出现元素：跟执行前等待合并使用，只需复制下方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元素栏中的 Xpath，粘在或者出现元素列表里，其作用为，如果前面设置的执行前等

待的时间还没到，这时不会继续等待而直接开始在页面中寻找循环项，此处 Xpath 如

果匹配不到将不会产生作用，一直等到执行前等待的时间结束。 

元素在 Iframe 里，IframeXpath：此处一般是八爪鱼采集器会自动检测建立的循

环项是否在 Iframe里，在就会自动勾选元素在 Iframe里，并且自动生成 Iframe的Xpath，

需要说明的是八爪鱼采集器暂时只能处理一层 Iframe，若多层 Iframe 建议提取出内层

Iframe 的 URL，直接打开网页进行配置采集规则。（参考 10.7） 

循环方式：前三个元素项八爪鱼采集器会根据点击的不同选项作用自动生成

Xpath 

单个元素：一般为翻页时选中使用 

固定元素列表：一条 Xpath 对应一条循环项，若当前 Xpath 在网页中可以匹配多

个元素，则当前 Xpath 在八爪鱼中只匹配到网页中的第一个元素。 

不固定元素列表：一条 Xpath 对应多条循环项，会将匹配到的所有元素都加入到

循环列表 

URL 列表：一般用于循环打开多个相同结构的网页采集，可以填写不同结构的网

页，此处不做判断，但后续操作步骤可能无法执行，建议放入两万条以内的 URL 

文本列表：一般用于某网页内的多文本查询采集 

设置循环次数：当循环次数达到设定值时不再执行后面的循环，常用于翻页死循

环时，强制退出循环 

 

8.4.3 点击元素 

点击元素模拟鼠标点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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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6：流程设计器-点击元素  

 

 

图 8-4-7：高级设置-点击元素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同循环项，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

的加载速度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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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出现元素：同循环项，跟执行前等待合并使用，此处的 Xpath，可直接到自

定义-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元素匹配的 Xpath 框中将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

复制出来，粘在或者出现元素列表里，其作用为，如果前面设置的执行前等待的时间

还没到，点击按钮就出来了，这时不会继续等待而直接执行点击动作，此处 Xpath 如

果匹配不到将不会产生作用，一直等到执行前等待的时间结束。（如果是循环列表内

的点击元素，可直接在循环列表中设置执行前等待，自定义中将不会有 Xpath，而且

如果不是有故意拖慢采集速度的需求，一般也不需要在这里设置执行前等待。） 

点击当前循环中设置的元素：勾选后将使用循环中的 Xpath，会检测点击元素的

Xpath，若可以连上在循环中 Xpath 后面，就会执行的循环+点击的 Xpath，若连上无

效，将会直接执行循环中的 Xpath 

在新标签中打开：大部分情况八爪鱼采集器将会自动勾选，但是因网页情况不同，

某些网站不支持新标签中打开或者八爪鱼采集器检测不准确时会导致八爪鱼采集器单

机执行时异常，需要多尝试对比勾选和不勾选的效果  

页面加载完成后向下滚动：同打开网页，勾选后还需要配置滚动次数，滚动间隔，

滚动方式，设置后网页将模拟鼠标向下滚动的操作 

AJAX 加载数据：勾选后还需设置 AJAX 超时，超时时间需根据网页情况自行设

置，建议多尝试不同的超时时间，AJAX 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类似 AJAX 页面这种网

页局部加载，即浏览器无法检测到网页状态变化时，八爪鱼采集器不往下执行的问题，

这个设置同时还可以解决网页加载不完全，或者加载很久等各种网页状态无变化问题。

AJAX 是什么请看附录。 

优化非 AJAX 页面速度：勾选后加快加载速度，因不同网页实际反应不一样，有

可能会有副作用，需多尝试 

页面加载完成后定位到锚点：勾选后还需设置锚点 id，此设置首先需要查看网页

源码，找到要定位到的 id,设置后加载完成后页面将跳到锚点处 

激活重试：同打开网页，主要用于网站不稳定网络不稳定的情况，有时打开是 404，

空白页，500，跳主页等，但是重新打开又是正常的情况，重试条件，重试次数及时间

间隔需根据自己的情况多尝试几次，云采集也可以通过这个设置减少打不开网页的情

况以便采集到更多的数据 

 

 

图 8-4-8：高级设置-点击元素-自定义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14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8-4-5：高级设置-点击元素-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  

 

自定义-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八爪鱼采集器会自动根据网页情况生成 Xpath，一

般修改于八爪鱼采集器生成的 Xpath 不通用或无效的情况，此处修改需查看源码且会

写 Xpath，具体请看 html 介绍及 Xpath 教程 

 

 

8.4.4 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提取各种数据，提取格式化数据）配置需采集的数据字段 

 

图 8-4-9：流程设计器-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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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0：高级设置-提取数据 

 

配置抓取模板： 

字段名称：采集数据的列名 

提取到的数据：展示当前提取效果 

找不到时如何处理： 

该字段留空：保留其他字段数据 

该步骤所有字段留空：整条数据清空，采集结果将不保留此条数据 

使用默认值：可在自定义中设置默认值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或出现元素：同点击元素，可设置某个字段的 Xpath，如果在循环

中也可以设置循环列表的 Xpath 

使用当前循环：原理同点击元素，提取字段若在循环内将会根据循环列表变换，

若不在循环内，如采集 URL，页码等，提取的字段内容就不会变换 

添加其他特殊字段：如显示就是添加当前 URL，当前标题等一些简单字段 

删除数据字段：将会删除选中的数据字段 

上移下移数据字段：可调整数据字段排列顺序 

自定义数据字段：设置选中字段的特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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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1：高级设置-提取数据-自定义 

 

1、自定义抓取方式：要提取什么数据 

 

图 8-4-12：高级设置-提取数据-自定义抓取方式-从页面元素提取数据 

 

抓取文本：提取网页中展示的内容 

抓取选中项的文本：配合循环下拉框试用，提取当前选中项的文本 

以下主要都是抓取网页中不展示，但是源码中展示的内容 

抓取这个元素的 InnerHtml，OuterHtml：提取网页源码 

抓取超链接：首先字段的 Xpath 定位到的是 A 标签，从 A 标签中提取 href 的属

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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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地址：一般用于抓取图片地址或 Iframe 地址，首先字段的 Xpath 定位到的是

IMG 标签或者 Iframe 标签，提取其中的 src 属性值 

抓取值：一般用于抓取输入框的文字，首先字段的 Xpath 定位到的是 input 标签，

提取其中的 value 值 

抓取元素的指定属性值：首先要先选中 InnerHtml 和 OuterHtml 查看要提取的属

性值是否存在，再选中抓取元素的指定属性值，在下拉选项中选取要提取的属性名称，

即可提取到该属性的属性值 

 

图 8-4-13：高级设置-提取数据-自定义抓取方式-从浏览器提取数据 

 

抓取当前页面的网址：同添加其他特殊字段中的抓取当前页面的网址效果 

抓取当前页面的标题：同添加其他特殊字段中的抓取当前页面的标题效果 

从网页源码中抓取文本：可直接用正则表达式提取网页源码里匹配到的数据 

 

图 8-4-14：高级设置-提取数据-自定义抓取方式-生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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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固定值：同添加其他特殊字段中的生成固定值效果，常用于发布到网站时设

置发布的用户名，发布到的版块等固定字段 

使用当前时间：同添加其他特殊字段中的使用当前时间效果，用于记录采集时间，

此设置有可能会导致八爪鱼采集器去重功能检测失效 

 

2、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 

图

8-4-15：高级设置-提取数据-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 

 

元素匹配的 Xpath：同点击元素中的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只有在八爪鱼采集器

自动生成的 Xpath 无效时才需要修改 

在 Iframe 里，IframeXpath：同点击元素的元素在 Iframe 里，IframeXpath，只有

在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 无效时才需要修改 

找不到时如何处理： 

尝试备用位置：勾选后直接在下方八爪鱼采集器内置浏览器中点击备用字段，选

择将这个元素设为备选，八爪鱼采集器将会自动生成备用位置的 Xpath，一个字段只

可设置一个备用字段 

使用默认值：选中后填写备用字段，当当前 Xpath 和备用 Xpath 都匹配不到元素

时会使用默认值中设置的内容填入选中的字段 

不懂 Xpath？试试 Xpath 工具：将会调出八爪鱼采集器内部小工具，Xpath 工具，

可帮助写部分简单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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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格式化数据 

一般用于处理提取内容有规律的不需要的字眼，空格等，或者想添加一些前缀后

缀，转换日期格式，html 转码 

 

图 8-4-16：高级设置-提取数据-格式化数据 

 

原始值：提取到的字段内容 

结果：操作步骤执行完后的字段内容 

操作步骤： 

顺序：处理顺序 

任务名：处理操作名 

输入：该步骤处理前字段内容 

输出：该步骤处理后字段内容 

 

点击下方的添加步骤，会弹出一个操作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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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7：高级设置-提取数据-格式化数据-添加步骤 

 

替换：将文字 A 替换为文字 B 

正则表达式替换：将正则匹配出来的内容替换为设置的内容，部分用户会将替换

与匹配混淆，替换为的内容不填，结果就变成了删除了匹配出来的内容 

正则表达式匹配：只保留正则匹配出来的内容 

去除空格：去除提取到内容开头和结尾的空格 

添加前缀，后缀：添加字符到提取到的内容的开头和结尾 

日期格式化：首先提取到的是日期，可转换日期格式，及只提取年份，或月份，

或日期等 

Html 转码：将提取到的 Html 标记转为普通文本，如 gt 转化为>，nbsp;转化为空

格等 

 

4、自定义数据合并方式 

自定义数据合并方式：主要用于多页新闻内容或多页的文章的正文合并，默认为

多页数据为多行，选中合并追加后，多页正文可提取到同一行字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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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8：高级设置-提取数据-自定义数据合并方式 

 

8.4.5 输入文字 

输入文字 模拟在浏览器中的输入框中输入文本操作 

 

图 8-4-19：流程设计器-输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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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20：高级设置-输入文字 

 

一般用于输入登录账号密码，输入查询文本等，配合循环列表可实现批量输入查

询文本等各种输入操作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同循环项，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

的加载速度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或者出现元素：同循环项，跟执行前等待合并使用，此处的 Xpath，可直接到自

定义-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元素匹配的 Xpath 框中将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

复制出来，粘在或者出现元素列表里，其作用为，如果前面设置的执行前等待的时间

还没到，输入框就出来了，这时不会继续等待而直接执行输入文字动作，此处 Xpath

如果匹配不到将不会产生作用，一直等到执行前等待的时间结束。 

使用当前循环里的文本来填充输入框：勾选后将使用循环中的文本列表，当前步

骤中设置的文本将被替换为循环项中的文本 

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八爪鱼采集器会自动根据网页情况生成 Xpath，一般修改

于八爪鱼采集器生成的 Xpath 不通用或无效的情况，此处修改需查看源码且会写

Xpath，具体请看 html 介绍及 Xpath 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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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切换下拉框 

切换下拉框 模拟在浏览器中切换下拉框的操作 

 

图 8-4-21：流程设计器-切换下拉选项  

 

 

图 8-4-22：高级设置-切换下拉选项 

 

一般配合循环使用，模拟循环切换下拉框的操作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同循环项，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

的加载速度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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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出现元素：同循环项，跟执行前等待合并使用，此处的 Xpath，可直接到自

定义-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元素匹配的 Xpath 框中将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

复制出来，粘在或者出现元素列表里，其作用为，如果前面设置的执行前等待的时间

还没到，下拉框就出来了，这时不会继续等待而直接执行切换下拉框操作，此处 Xpath

如果匹配不到将不会产生作用，一直等到执行前等待的时间结束。（如果是循环列表

内的切换下拉框元素，可直接在循环列表中设置执行前等待，自定义中将不会有

Xpath，一般如果没有故意拖慢采集速度的需求，不需要在这里设置执行前等待。） 

切换下拉框的使用当前循环和 AJAX 加载一般八爪鱼采集器会自动设置好，但是

根据页面不同情况，可能需要修改 

使用当前循环：勾选后将使用循环中的 Xpath，会检测点击元素的 Xpath，若可以

连上在循环中 Xpath 后面，就会执行的循环+点击的 Xpath，若连上无效，将会直接执

行循环中的 Xpath 

AJAX 加载数据：勾选后还需设置 AJAX 超时，超时时间需根据网页情况自行设

置，建议多尝试不同的超时时间，AJAX 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类似 AJAX 页面这种网

页局部加载，即浏览器无法检测到网页状态变化时，八爪鱼采集器不往下执行的问题，

这个设置同时还可以解决网页加载不完成，或者加载很久等各种网页状态无变化问题。 

 

8.4.7 判断条件 

 模拟当网页出现不同状况时需做的不同操作 

 

图 8-4-23：流程设计器-分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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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24：高级设置-分支判断 

 

分支判断是个大的步骤，首先外面那层是表示告诉八爪鱼采集器要进入分支判断

了，下面条件中从左往右逐个判断是否满足，满足则执行，不满足则去对比下一个分

支条件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同循环项，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

的加载速度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或者出现元素：同循环项，跟执行前等待合并使用，此处的 Xpath，表示在页面

中匹配到某元素时可以开始执行此操作，如果一直无法匹配到相应的元素则会等待“执

行前等待”中设置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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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25：高级设置-分支判断-条件分支 

 

什么时候执行分支：可以设置出现某种情况时才出现的某个特殊字眼或某个元

素，若设置的字眼或元素不唯一则会导致进入的分支与设想的不同 

不判断，总是执行该分支：默认选中此项，一般是最右边的分支为此项，若最左

边的分支设置为此项则永远不会执行右边的分支，且最右边的分支不管设置什么都会

执行，即如果所有条件都不满足时将会执行最右边的分支步骤 

当前页面包含文本：选中后，在下方文本框中填入进入本分支的特殊文本，八爪

鱼采集器将会在当前全页面找这个文本 

当前循环项包含文本：选中后，在下方文本框中填入进入本分支的特殊文本，八

爪鱼采集器将会在当前循环项中找这个文本，此项需与循环配套使用 

当前页面包含元素：选中后，在下方文本框中填入进入本分支的特殊元素 Xpath，

八爪鱼采集器将会在当前全页面找这个元素 

当前循环项包含元素：选中后，在下方文本框中填入进入本分支的特殊元素

Xpath，八爪鱼采集器将会在当前循环项中找这个元素，此项需与循环配套使用 

在 Iframe 里，IframeXpath：同点击元素的元素在 Iframe 里，IframeXpath，需要

填入 Iframe 的 Xpath，不是定位元素的 Xpath，是 Iframe 的 Xpath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同循环项，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

的加载速度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另：如果不同的分支内有不同的提取元素步骤，需要将每个分支内总共的提取元

素步骤内的字段名和个数设置为相同 

例： 

分支 1 内有提取数据步骤，提取的字段为字段 1,字段 2，字段 3 

情况 1 

分支 2 内没有提取数据步骤，这个流程可以正常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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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 

分支 2 内有提取数据步骤，提取的字段为字段 a，字段 b，字段 c 

此时流程将不能正常执行，因为八爪鱼采集器执行分支 1 时提取不到字段 abc，

分支 2 的提取步骤都无法提取到数据，八爪鱼采集器判断此条数据不完整，将此条数

据作废不保存 

因此，需要在分支 1 的提取步骤增加字段 abc，且在分支 2 的提取数据步骤增加

字段 123，只要字段名称一致，可以设置为空数据，八爪鱼采集器就会认为字段都提

取到了，需求内字段就是空白，此时数据不会作废，而是执行分支 1 时，字段 123 有

数据，字段 abc 为空白，执行分支 2 时，字段 123 为空白，字段 abc 有数据 

情况 3 

多个分支内有多个不同的提取数据步骤，请参考情况 2，保证每个分支判断的提

取的字段与其他分支判断内提取的字段的字段名及字段数量一致即可 

 

8.4.8 移动元素到该元素上 

移动鼠标到该元素 模拟鼠标移动到某位置的状态 

 

图 8-4-26：流程设计器-移动鼠标到元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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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27：高级设置-移动鼠标到元素上 

 

操作名：同打开网页，流程图里显示的名字，可更改 

执行前等待：同循环项，用于网页状态改变后数据未展示时，需根据各网页不同

的加载速度设置，需要多尝试不同的等待时间 

或者出现元素：同循环项，跟执行前等待合并使用，此处的 Xpath，可直接到自

定义-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元素匹配的 Xpath 框中将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

复制出来，粘在或者出现元素列表里，其作用为，如果前面设置的执行前等待的时间

还没到，点击按钮就出来了，这时不会继续等待而直接执行点击动作，此处 Xpath 如

果匹配不到将不会产生作用，一直等到执行前等待的时间结束。（如果是循环列表内

的点击元素，可直接在循环列表中设置执行前等待，自定义中将不会有 Xpath，而且

如果不是有故意拖慢采集速度的需求，一般也不需要在这里设置执行前等待。） 

点击当前循环中设置的元素：勾选后将使用循环中的 Xpath，会检测点击元素的

Xpath，若可以连上在循环中 Xpath 后面，就会执行的循环+点击的 Xpath，若连上无

效，将会直接执行循环中的 Xpath 

AJAX 加载数据：勾选后还需设置 AJAX 超时，超时时间需根据网页情况自行设

置，建议多尝试不同的超时时间，AJAX 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类似 AJAX 页面这种网

页局部加载，即浏览器无法检测到网页状态变化时，八爪鱼采集器不往下执行的问题，

这个设置同时还可以解决网页加载不完成，或者加载很久等各种网页状态无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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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结束循环 

结束循环 不再执行循环项 

 

图 8-4-28：流程设计器-结束循环  

 

一般与分支条件配合使用，当满足某个条件时跳出循环，减少不必要的采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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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Xpath教程 

9.1 基础入门 

9.1.1 为什么需要修改 Xpath 

一般来说，在采集数据时都会运用到“循环翻页”或者“循环 URL”、“循环列

表”、“循环提取数据”，这样我们才可以大量采集到数据。在使用八爪鱼采集器时，

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比如创建循环翻页，在单机运行时，发现网页翻页不

正常，采集的数据也远远少于预估。比如循环提取数据时，有时会出现部分数据漏采，

但数据可以在网页中正常显示；比如明明设置好了点击元素，但是单机运行到其他页

面时，发现采集停止。这一些都可能是因为 Xpath 定位不够准确所导致的。 

在正式了解 Xpath 之前，可以先大致了解一下网页的结构。对于同一个网站来说，

同一模块的网页结构（框架）变化不大，大都只是替换了内容。比如大众点评，搜索

地区美食团购信息，每一页都有 20 个团购信息，每个团购信息都包含标题、价格、已

售数量等（如下图）。这些就是一个大致架构了，每一个页面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对

于网站的开发者来说，这样也是大大缩减了网站的开发时间。网站在更新的时候只需

要置换其中的内容就可以。 

 

图 9-1-1：大众点评网团购信息第一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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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大众点评网团购信息第二页内容 

 

八爪鱼采集器就是根据当前元素的位置，在后台通过算法生成一条 Xpath，用于

定位到用户希望采集到的数据。同样在相似的页面都可以实现准确抓取。但是为什么

有时候生成的 Xpath 又“失效”呢？主要是网页的结构虽然相似，但是其中也有一些

差异。当定位的元素刚好是差异的地方，那么很可能就无法在其他的相似页面定位到。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了解 Xpath，进而修改，使定位更加准确。 

 

9.1.2 Xpath 是什么 

Xpath 即为 XML 路径语言（XML Path Language），它是一种用来确定 XML 文

档中某部分位置的语言。Xpath 基于 XML 的树状结构，提供在数据结构树中找寻节点

的能力。 

最常见的 Xpath 表达式是路径表达式（Xpath 这一名称的另一来源）。路径表达

式是从一个 XML 节点（当前的上下文节点）到另一个节点、或一组节点的书面步骤

顺序。这些步骤以“/”字符分开，每一步有三个构成成分： 

轴描述（用最直接的方式接近目标节点） 

节点测试（用于筛选节点位置和名称） 

节点描述（用于筛选节点的属性和子节点特征）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简写后的语法。（来自维基百科） 

而简单的理解：Xpath 就是一条路线。就像在地铁站里，任何两个站点间都有一

条路线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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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深圳地铁部分路线图 

 

比如上图：从 A 站去 D 站，有以下几条路线： 

1、A 到 E 到 D （写成 A/E/D） 

2、A 到 B 到 C 到 D （写成 A/B/C/D） 

3、A 到 B 到 C 到 E 到 D（写成 A/B/C/E/D） 

当然如果考虑地铁里可以往返的情况，那路线就有无数条。 

如果需要描述各个站点的名称时，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比如 A 站是叫深圳北

站（写成 A[深圳北站]），E 站是少年宫（写成 E[少年宫]），D 站是会展中心（写成 

D[会展中心]），这些是站点的名称。 

现在 3 条路线为： 

1、A 到 E 到 D （写成 A[深圳北站]/E[少年宫]/D[会展中心]） 

2、A 到 B 到 C 到 D （写成 A[深圳北站]/B[布吉]/C[老街]/D[会展中心]） 

3、A 到 B 到 C 到 E 到 D（写成 A[深圳北站]/B[布吉]/C[老街]/E[少年宫]/D[会展

中心]） 

 

这些跟 Xpath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列举几条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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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body/div /div/h4 

.//div[6]/div[1]/div/div[2]/ul/li[1]/ul/li[12]/a 

.//*[@id='infolist']/table/tbody/tr[1]/td[2]/p/a 

 

所有标签间的连接都是用“/”表示。 

这里的路径是不是与前面的地铁站路线类似？例如第一条，可以将这里的 Xpath

理解为从 html 标签到 h4 的一条路。中间需要经过站点 body、div、div“站点”。 

第二条可以看成是从 div 标签到 A 标签的一条路径。但是相较第一条，在一些标

签后面会有一个中括号[]，里面是数字，这里是描述该标签的一个排序，可以当成一

个描述，与地铁路线的名称的意义一样。后面在 HTML 的知识会讲明这一点。 

第三条可以看成是从*到 a 的一条路径，但是这里出现的*是表示所有，还有一个

[@id='infolist'] 是描述该标签的一个属性，可以当成一个描述，与地铁路线的名称的

意义一样。 

 

Xpath 就是表示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方式或者过程，以及适当描述各个节

点的名称（属性）。Xpath 的写法跟这些路线的表示方法是类似的。基本写法是：.//

元素 A[属性]/元素 B[属性]/元素 C[属性]... 此处省略号表示重复（/元素 D[属性]）。

这里的意思是指从元素 A 到元素 B 再到元素 C，然后直到想要需要定位的元素为止。 

 

9.1.3 如何生成 

Xpath 的生成方式主要是有两种 

从八爪鱼采集器中自动生成 

在八爪鱼采集器中的点击元素、提取数据、循环项等步骤中都可以找到设置中“自

定义定位元素方式”，在这里就会有一条由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这里的

Xpath 可以直接复制到火狐浏览器中。在八爪鱼采集器中生成的 Xpath 可以在火狐浏

览器中通过，但是在火狐浏览器中生成的 Xpath 就不一定能够在八爪鱼采集器中使用。

主要是因为适用于八爪鱼采集器 Xpath 的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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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八爪鱼采集器中，步骤的“自定义”设置 

 

 

图 9-1-6：八爪鱼采集器中，“自定义元素方式”设置 

 

火狐浏览器或其他浏览器中生成 

在火狐浏览器中也可以生成 Xpath，但是需要先安装两个插件。在安装好后，通

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查看网页中任意位置的 Xpath。具体操作在下一节会讲解。但是

在火狐浏览器中生成的 Xpath 有时是从 html 开始，格式与基本写法稍微有点不同。 

其他浏览器也是通过浏览器中的一些工具生成 Xpath，可以百度搜索方法。 

 

9.2 怎么学习 Xpath 

要想学好 Xpath，其实难度并不是写出那条式子，而是观察网页的 HTML（网页

源码）。因为只有了解了网页的源码后，才知道路线是怎么样的，就像你知道了 A 站

到 D 站间有哪些站点，然后才会知道有哪些路线，应该走那一条才是最合适的。 

9.2.1 火狐浏览器中的 firebug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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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推荐使用火狐浏览器（因为八爪鱼采集器的浏览器内核主要是火狐浏览

器），然后在“附件组件”中下载 firebug、firepath 两个附件，进行安装。完成后浏览

器右上角会出现一个瓢虫的图标，说明安装成功。 

 

图 9-2-1：火狐浏览器“附加组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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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火狐浏览器“firebug”（瓢虫）图标 

 

点击瓢虫图标（图 9-2-3 中 1），下方会弹出 firebug 工具选项框（白色框，图 9-2-3

中 2）。（这里需要确保网页是加载完，也就是当前网页上方没有转动的圆圈）然后

再点击选项框左上位置的“查看”图标（蓝色，图 9-2-3 中 3），接着将鼠标移动到网

页的某一个位置上（图 9-2-3 中 4），点击一下，就会弹出相应位置的源码。（实例网

页：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type=1） 

 

图 9-2-3：火狐浏览器中 firebug工具选项使用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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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移动鼠标到网页的某一个位置上，直接右键选择“Inspect in FirePath”,

也会弹出相应位置的源码。 

 

图 9-2-4：火狐浏览器，右键选项“Inspect in FirePath” 

 

 

图 9-2-5：火狐浏览器网页内容与相对应的 HTML（源码） 

 

Xpath 位置，当然这个工具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这个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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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6：firebug工具中 Xpath位置 

 

将对应的 Xpath 复制，然后粘贴到八爪鱼采集器中相应的位置，可以实现相同的

定位。 

 

图 9-2-7：在字段的“自定义定位元素”中修改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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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8：提取到网页中 Xpath对应的网页内容 

 

以上为基础的操作。Firebug 工具中其他操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简单的书写相应

的 Xpath。 

1、点击源码前面的“+”、“-”，可以展示和隐藏部分源码。 

 

图 9-2-9：点击展示或隐藏部分源码 

 

2、通过 firebug 工具选项，网页中点击的位置会出现蓝色虚线框，表示选中位置的范围。

而下方的蓝色背景色下的源码是表示该位置对应的源码。方便查看网页中任何位置

的源码。你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再试试点击其他位置，然后观察是不是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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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0：火狐浏览器网页内容与相对应的源码 

 

3、如果将鼠标移动到源码中的标签（蓝色字体）上，发现网页中有蓝色框跟着变动，

鼠标悬停位置的源码与网页中的蓝色框的内容是对应的。这也是方便从源码中去

查找网页中的内容。 

 

图 9-2-11：鼠标移动到源码中，网页中内容会有相应的蓝色背景框 

 

4、在源码中查看时，当想要直接生成相应位置的 Xpath，可以将鼠标移动到对应的

源码的开头，右键点击，选择“Set as Xpath”选项，该源码对应的 Xpath 就可

以出现在 Xpath 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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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2：firebug工具选项中，右键点击，选择“Set as Xpath” 

 

 

图 9-2-13：在 Xpath框中生成对应的 Xpath 

 

9.2.2 HTML（源码）基本知识 

HTML，超级文本标记语言是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也是一种规范，

一种标准，它通过标记符号来标记要显示的网页中的各个部分。网页文件本身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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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件，通过在文本文件中添加标记符，可以告诉浏览器如何显示其中的内容（如：

文字如何处理，画面如何安排，图片如何显示等）。浏览器按顺序阅读网页文件，然

后根据标记符解释和显示其标记的内容，对书写出错的标记将不指出其错误，且不停

止其解释执行过程，编制者只能通过显示效果来分析出错原因和出错部位。但需要注

意的是，对于不同的浏览器，对同一标记符可能会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因而可能会

有不同的显示效果。 

对于 HTML，一般用户只需要了解三个东西：标签、元素、属性。在 firebug 工具

选项中，可以通过源码中的字体的颜色进行区分。 

 

标签 

标签是由尖括号（“<”和“>”）包围的关键词，比如 <html>、<head>、<body>、

<table>。同时，标签通常也是成对出现的，比如 <b> 和 </b>、<table></talbe>、

<form></form> 

标签对中的第一个标签是“开始标签”，第二个标签是“结束标签”。开始和结

束标签也被称为“开放标签”和“闭合标签”。 

在 firebug 工具选项中，每一行源码前的蓝色字体的关键词就是标签。因此当在书

写 Xpath 时，可以不需弄懂每个标签的具体意义，只需要知道哪个是标签，怎么书写。 

 

图 9-2-14：在 firebug工具选项中，标签位置 

 

元素 

HTML 文档由嵌套的 HTML 元素构成。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元素由一对标签表示：“开始标签”与“结束标签” （例

如：</p>）。元素如果含有文本内容，就被放置在这些标签之间。在开始与结束标签

之间也可以封装另外的标签，包括标签与文本的混合，形成元素间的嵌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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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一般形式为：<标签 属性 1="值 1" 属性 2="值 2">内容</标签> 

例子： 

<html></html> 创建一个超文本标记语言文档。 

<head></head> （头）设置文档标题和其它在网页中不显示的信息。 

<body></body>文档体，文档的可见部分。 

<title></title> 设置文档的标题。 

<h1></h1> 最大的标题（一号标题） 

<p></p> 创建一个段落 （英文全称：Paragraphs） 

<br/>定义新行 

<dl></dl> 定义列表（英文全称：DefinitionList） 

<dt> 放在每个定义术语词前（定义术语、英文全称：DefinitionTerm） 

<dd> 放在每个定义之前（定义说明、英文全称：DefinitionDescription） 

 

在八爪鱼采集器里，元素的概念更加广泛。可以指页面的文字、符号或者循环项。

可以说是 HTML 中的元素的体现。 

在 firebug 工具选项中，找到元素的开始标签以及结束标签就可以知道元素的位置

了。如图 9-2-14 中的 a 元素和 span 元素。 

 

图 9-2-15：firebug工具选项，a元素和 span 元素 

 

元素中分兄弟元素和父子元素 

父子元素：父元素、子元素，在源码中是一种层级关系。 

兄弟元素：前面元素、后面元素，在源码中是一种并列关系。 

父元素和子元素是相对应的。前面元素、后面元素也是相对应的。 

以下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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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6：firebug工具选项，父子元素、兄弟元素 

 

1、元素 div（位置 1）与元素 div（位置 2）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元素。元素 div（位

置 1）是元素 div（位置 2）的父元素，反之，元素 div（位置 2）是元素 div（位置 1）

的子元素。 

2、元素 div（位置 2）与元素 span（位置 3）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元素。 

3、元素 div（位置 2）与元素 a（位置 4）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元素。 

4、元素 span（位置 3）与元素 a（位置 4）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元素。 

元素 span（位置 3）是元素 a（位置 4）的前面元素，元素 a（位置 4）是元素 span

（位置 3）的后面元素。 

在 firebug 工具中，父子元素是有一个层级结构，兄弟元素是一个并列结构。 

 

图 9-2-17：firebug工具选项，父子元素、兄弟元素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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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HTML 标签提供各种附加信息的就是 HTML 属性，它总是以"属性名=属性值"

这种名值对的形式出现，而且属性总是在元素的“开始标签”中进行定义。  

例如：<span class="itemWithIcon calendar">2015-07-24</span> 

在 firebug 工具选项中，跟在标签后面的深蓝色字体的关键词就是属性，属性后面

的红色字体关键词就是属性值，同时还有双引号。 

 

图 9-2-18：firebug工具选项，属性与属性值 

 

许多元素存在一些共通的属性： 

1、id 属性：为元素提供了在全文档内的唯一标识。它用于识别元素，以便样式

表可以改变其表现属性，脚本可以改变、显示或删除其内容或格式化。对于蒂姆加到

页面的 URL，它为元素提供了一个全局唯一标识，通常为页面的子章节。例如，ID "

属性"对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HTML#属性。 

2、class 属性：提供一种将类似元素分类的方式。常被用于语义化或格式化。例

如，一个 HTML 文档可指定类 class="标记"来表明所有具有这一类值的元素都从属于

文档的主文本。格式化后，这样的元素可能会聚集在一起，并作为页面脚注而不会出

现在 HTML 代码中。类属性也被用于微格式的语义化。类值也可进行多声明。如 class="

标记 重要"将元素同时放入"标记"与"重要"两类中。 

3、style 属性：可以将表现性质赋予一个特定元素。比起使用 id 或 class 属性从

样式表中选择元素，“style”被认为是一个更好的做法，尽管有时这对一个简单、专

用或特别的样式显得太繁琐。 

4、title 属性：用于给元素一个附加的说明。大多数浏览器中这一属性显示为工具

提示。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奇心，对于标签、属性、属性值的具体

数值都想要了解清楚，比如 class 这个属性是意思，span 标签是代表什么。当然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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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可以去探究这些值的具体含义，但是对于小白，对于一个需要快速掌握 Xpath 技

巧的人来说，这一部分可以在使用过程中一点一点去了解。这里用户只需要知道怎么

去找到标签、属性、属性值。 

当难以弄懂这三者的含义以及关系，只需要借助 firebug 工具选项去找到相应的值

就好。 

在 firebug 工具选项中，每一行源码前的蓝色字体的关键词就是标签。跟在标签后

面的深蓝色字体的关键词就是属性，属性后面的红色字体关键词就是属性值，同时还

有双引号。找到元素的开始标签以及结束标签就可以知道元素的位置。 

用火狐浏览器先去尝试自己观察一下各种网页的 HTML，查找标签、元素、属性，

花上 30 分钟就可以明白这其中的技巧。 

 

9.2.3 Xpath 简单修改 

在看懂 HTML 的基础上，进而学习怎么修改 Xpath。 

在前面已经认识到 Xpath 的基本写法是：.//元素 A[属性]/元素 B[属性]/元素 C[属

性] 

 

（1）删除标签 

直接在原有的 Xpath 基础上，去除部分标签。当遇到相似网页的 Xpath 有部分不

同，或者定位的标签不合适时，就需要去删除部分标签 

1、下面有两条相似的定位，需要将他们统一用一条 Xpath。 

.//*[@id='PCD_pictext_i_v5']/ul/li[9]/div[2]/a 

.//*[@id='PCD_pictext_i_v5']/div/ul/li[9]/div[2]/a 

第二条的 Xpath 多了一个 div 标签，而后面全是一样，因此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ul/li[9]/div[2]/a 去定位到想要的内容。 

修改后：.//ul/li[9]/div[2]/a 

2、当定位的标签不合适时，需要修改。比如定位到链接（a 标签） 

.//*[@id='PCD_pictext_i_v5']/ul/li[9]/div[2]/a/span 

如果需要将上面的 Xpath 定位到链接，则应该将 Xpath 修改为 

.//*[@id='PCD_pictext_i_v5']/ul/li[9]/div[2]/a。 

 

（2）修改标签 

当需要定位的元素跟已经定位到的元素是兄弟元素时，可以直接将标签替换。如

图 9-2-18，定位到标题。Xpath：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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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9：定位到网页中标题的 Xpath 

 

但是要修改为定位到时间，则可以直接将最后的 a 标签修改 span 标签。修改为

Xpath：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2]/span 

 

图 9-2-20：修改 Xpath后，定位到网页中时间 

 

（3）修改序号 

序号表示顺序，可以理解为在兄弟元素中的排名。修改序号，可以定位到当前定

位元素的兄弟元素。如图 9-2-20，定位到网页中“新手入门 2”。 

Xpath：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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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1：Xpath定位到“新手入门 2” 

 

修改 Xpath：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3]  

可以定位到网页中“新手入门 3”，如图 9-2-21。 

 

 

图 9-2-22：修改 Xpath后，定位到“新手入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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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定位到所有的列表元素时，也可以先定位到列表中的单个元素，然后再

删除序号。 

如图 9-2-21，如果将序号”[3]”删除，则可以定位到整个页面的所有相似列项（所

有标题），图 9-2-22 

Xpath：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 

 

图 9-2-23：修改 Xpath后，定位到所有标题 

 

（4）修改属性 

使用属性定位，是最好的一种快速精确的定位方式。对于大量采集时，一般都会

尽量将生成的 Xpath 修改为属性定位。 

Xpath 属 性 定 位 的 写 法 一 般 是 [@ 属 性 名 =' 属 性 值 '] ， 例 如 ：

[@class='mean-price'],[@title='五星商户']... 

 

其实步骤很简单： 

（1）直接复制属性和属性值，在属性值前后加中括号。 

（2）然后在属性前加“@”，将属性值的双引号改为英文的单引号。 

 

如图 9-2-22，先生成一条 Xpath：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 

修改 Xpath，使用属性定位： 

html/body/div[4]/div/div/div[2]/div[1]/div[@class='video-list-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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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4：修改 Xpath，使用属性定位 

 

再将 Xpath 修改为：.//div[@class='video-list-item']，依然可以定位相同的内容，但

是 Xpath 已经变得更精简了。 

 

 

图 9-2-25：修改 Xpath的属性，变简化 Xpath 

 

注意： 

每一个标签都可以这样修改，使用属性定位。但是没有必要每一个修改，因为有

时只需要一个标签的属性定位，目标是让 Xpath 定位唯一，就可以实现精确定位，而

且修改每一个会很耗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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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让属性值修具有唯一性。 

 

9.3 高级应用 

9.3.1 Xpath 工具 

位置 

1、除了“打开网页”步骤没有“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以外，其他步骤都有，

一般在自定义里，点击“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然后在下方点击“…试试 Xpath 工

具”（蓝色字体链接）就可以打开。 

以 http://list.jd.com/list.html?cat=9987,653,655 为例 

 

 

图 9-3-1：“提取数据”步骤“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位置 

 

图 9-3-2：“点击元素”步骤“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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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的页面 

 

2、在软件的左上角第三个图标，也是 Xpath 工具。 

 

图 9-3-4：八爪鱼采集器中 Xpath工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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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ath 工具的主界面 

 

图 9-3-5：Xpath工具主界面 

 

Xpath 工具的主界面介绍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1 是浏览器部分，最上方是一个网址输入框，可以显示相应的网页信息。 

2 是网页源码部分，与上方的网页相对应。 

3 是生成 Xpath 的设置选项。根据对应的选项勾选，并填写对应的参数，然后点

击下方的“生成”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一条 Xpath 

4 是当前自动生成 Xpath 的显示框，右下角“匹配”按钮可以检测当前的 Xpath

是否匹配到网页中信息。 

 

注意： 

由于 Xpath 工具的网页源码层次不分明，不太好看，所以查看网页源码这部分还

是用火狐的 firepath 比较好。 

火狐和一些基本 Xpath 用法在官网 Xpath 教程里有教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tag=Xpath 

 

Xpath 工具主界面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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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ath 工具中最主要的是生成 Xpath 的设置选项，Xpath 工具将根据填写的参数生

成 Xpath。 

 
图 9-3-6：生成 Xpath的设置选项 

 

元素标签名称：火狐里所有的蓝色字体就是元素标签名称，如下：span, a, hr, br

等，具体你要填什么就要到火狐里看你要定位的那行代码的最前面的蓝色字体是什么，

这里就写什么，火狐里看得比较清楚。（参考：firepath 工具） 

元素位置：默认填了“1”，数值表示在兄弟元素第几个。 

元素 id 属性值，元素 name 属性值，元素 class 属性值：一般在标签后会有一些属

性以及属性值。 

这里的三个属性是最常见的属性，其他属性可以通过生成后，在 Xpath 中修改。 

例： 

 

这行源码里就有 class 属性，data-sku 属性，venderid 属性，jdzy_shop_id 属性等 6

个属性。每个都可以用来定位，但还是要根据不同需要选择。 

如果要用 class 属性值定位就直接把 class=后面双引号内部的参数复制出来，粘到

格子里，填写完选项后，直接点击“生成”按钮。相应的 Xpath 就会出现在显示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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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Xpath 的设置选项下方还有个 “匹配”按钮，点击按钮可以查看是否能在网页中

匹配到结果，没有的话，说明定位不准确。 

例： 

 

图 9-3-7：选择网页中某一行源码 

 

 

图 9-3-8：Xpath工具填写属性值并生成 Xpath 

 

如果想用 data-sku 属性值定位，也是将 data-sku=后面双引号内部的参数复制出来，

随便粘到一个属性值里按生成，比如粘到 class 里，再把 Xpath 里的 class 改成 data-sku

就可以了。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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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9：Xpath工具填写属性值并生成 Xpath，修改 Xpath中的属性 

 

元素文本：是火狐源码中的所有黑色字体，一般是可以直接在网页中看到的文本

信息。 

在填写该参数时，填的必须是全部的文本（不能少一个空格、标点符号，全角半

角要一致）。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源码里全部复制就行了，在“>”和“<”两个符号之

间。 

 

图 9-3-10：选择网页中某一行源码的全部文本信息 

 

元素文本包含字符串：包含，选取部分字符串（文本），只要文本中含有该字符

串，就能被定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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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文本开始字符串：同“元素文本包含字符串”一样，但填写的字符串必须包

含文本的开头。 

注意：这里说的文本，不只是文字、数字，其应该是指源码中的全部文本。 

 

父元素：在生成的 Xpath 后，会增加“/” 

子元素：在生成的 Xpath 后，会增加“/parent::”，与父元素相对应。 

前面元素：在生成的 Xpath 后，会增加“/preceding-sibling::” 

后面元素：在生成的 Xpath 后，会增加“/following-sibling::”，与前面元素相对

应。（主要参考元素章节）。 

这几个按钮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想要的数据没有可定位的属性，或者有属性但是不

可用的时候，要用先定位到要的数据附近，再根据是前后关系，还是父子关系，定位

到想要的数据。 

 

实例一 

http://bzkjlaks.chinapipe.net/ 

不同页面位置不固定，但是有固定字眼，比如联系人电话等： 

1.输入网页网址 

2.固定字眼填入“元素文本包含字符串” 

3.生成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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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1：Xpath工具生成“元素文本包含字符串”Xpath 

 

4.把 Xpath 复制到八爪鱼采集器中的“自定义元素方式”，点击“保存”，采集

相应的数据内容。 

 

图 9-3-12：把 Xpath复制到八爪鱼采集器中，实现定位 

 

 

图 9-3-13：复制 Xpath 后，采集相应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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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二 

http://data.eastmoney.com/bbsj/201506/yjyg.html 

翻页死循环问题：一般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 Xpath 是定位文本，就是下面这

张图，前面翻页都正常，但是它到最后一页时依然可以定位到下一页。八爪鱼采集器

就会一直点一直采，导致死循环。 

 

图 9-3-14：八爪鱼采集器自动生成的翻页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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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5：最后一页，Xpath依然能够定位，出现死循环 

 

现在要观察网页源码，最后一页的“下一页”与倒数第二页的“下一页”的源码

有什么不同。根据不同，书写 Xpath。 

 

图 9-3-16：倒数第二页的“下一页”的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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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7：最后一页的“下一页”的源码 

 

 

图 9-3-18：两个页面的“下一页”的源码比较 

 

可以发现，最后一页的“下一页”源码比前一页的，多了 class 属性和少了 title

属性，这样看来用 class 或者用 title 去定位（Xpath）就可以将两者区别开。 

 

主要操作： 

1、先复制八爪鱼采集器里自动生成的“下一页”源码的 Xpath，但是如果八爪鱼

采集器生成不是文本定位的就要自己生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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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9：复制 Xpath 到 Xpath工具中 

 

2、由于前面的“下一页”都有 title 元素，最后一页不存在该元素，所以就用该

元素去写 Xpath 定位。随便选择一个元素属性值（class），属性值在这里不用填写，

点击“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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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0：Xpath工具生成含有元素属性的 Xpath定位 

 

3、把下方 Xpath 中的 class 改成 title，将“=''”和“*”都去掉，匹配一下。Xpath：

//A[text()='下一页'][@title]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64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9-3-21：删除不必要的符号标志 

 

翻至最后一页，点击匹配，发现“匹配结果”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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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2：最后一页无匹配结果 

 

最后一页无匹配结果，则说明该 Xpath 是可以解决翻页死循环的问题。将该 Xpath

复制到八爪鱼采集器中，替换原来的定位。 

 

实例三 

http://data.01caijing.com/p2p/index.html 

没有下一页，但是当前页有标识，每次定位到当前页的下一页即可正常翻页 

首先观察网页及源码，网页可以看到当前页码是标绿的，一般来说要显示绿色就

要在源码里写特定的参数。 

我们看源码就可以看到，当前页 li 里 class 参数的属性值是 active，其他页的 li 的

class 参数的属性值是空的，我们就可以用 active 为标识先定位到当前页，再定位当前

页的后一个页码，放到翻页点击元素里就会每次点击当前页的后一页，实现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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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3：当前页码的源码位置 

 

在 Xpath 工具里将对应的元素的属性值填写进去，生成 Xpath，定位到当前页码。 

 

图 9-3-24：Xpath工具中匹配结果 

 

选择最后一个（根据 text 可知，该结果是网页中的页码位置），再定位到当前页

码的下一个。点击“后面元素”，在原有的 Xpath 上继续添加了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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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5：Xpath 工具中，点击“后面元素” 

 

由于后面元素是 li 元素，应该元素标签名称填写“li”，元素位置填写为“1”。 

 

图 9-3-26：再向下定位到 li元素内的第一个元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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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下定位到 li 元素内的第一个元素 a，在 Xpath 工具中按照如图方式填写。因

为 a 是 li 的子元素，所以需要用/隔开。 

 

图 9-3-27：再向下定位到 li元素内的第一个元素 a 

 

一般的网站可能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网站还可以匹配到 3 个元素，如果要的数据是第一个也没问题，但是实

际上这个 Xpath 在这个网站正确的元素应该是第三个，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定位 

一种方法是找不同定位条件，增加定位条件。 

一种方法是先缩小定位范围，在页码范围内找刚才写的 Xpath。 

当然还有很多方法，根据你对 Xpath 的日渐熟悉还会有更多的方法。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找不同定位条件，增加定位条件：其实这方法就是跟实例二一样，结合起来就可

以了 

使用“先缩小定位范围，在页码范围内找刚才写的 Xpath”这个办法这个方法很简

单，在火狐里就可以完成了。 

先生成一个页码范围内的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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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到前一层一层的删掉，就可以扩大选择范围，下图就是已经扩大到需要的包

含全部的页码范围了 

 

图 9-3-28：扩大选择范围 

 

Xpath：.//*[@id='column']/div/div[2]/ul 

再把刚刚在 Xpath 工具里生成的 Xpath 接到后面去，就只定位到一个元素了，自

己做好可以多翻几页看看是不是定位到当前页的后面一个页码，没问题就可以把这条

Xpath 粘到八爪鱼采集器里了。 

 

图 9-3-29：定位到当前页的后面一个页码 

 

 

9.3.2 Xpath 常见函数 

这些简单的修改还不足以满足抓取数据的要求，那还能怎么做呢？ 

Xpath 中还提供了函数功能，让用户更方便的修改。 

先了解一下有哪些常用的函数： 

 

 

表：Xpath 常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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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连接

多个属性 

and 并  在同一个标签中连接两个不同

的属性值 

or 或  在同一个标签中连接两个不同

的属性值 

not 非  表示与该属性相反的标签 

表示相对

位置 

position() 位置函数，表示在兄弟元素中相应的

位置 

last() 位置函数，表示在兄弟元素中最后一

个 

包含关系 contains() 包含函数，可以用于包含文本、属性

包含 

提取文本 text() 文本函数， 

节点关系 following-sibling:: 当前元素的下一个节点（元素） 

preceding-sibling:: 当前元素的前一个节点（元素） 

 

接下来一一讲解一下这些函数的意义 

1、and、or、not 

这三个函数都是连接的意思，当形容一个标签用多个属性时，需要用到连接函数 

and 表示并的意思，表示标签两种属性都是形容该标签的。如：.//div[@id='plist' and 

@class='goods'] 

or 表示或的意思， 表示这 两种属 性至 少有一个 可以形 容该标 签，

如：.//div[@id='plist' or @class='goods'] 

not 表示非的意思，表示非该属性的标签。如：.//div[not(@id,'plist')] 

 

主要用途： 

当出现相同标签具有相同属性时，为了区分一部分标签，因此需要借助这些连接

函数。 

例子：在京东手机的商品列表中（https://list.jd.com/list.html?cat=9987,653,655），

选择“荣耀官方旗舰店”的手机商品，首先需要定位到每个手机商品信息，定位为：

//DIV[@class='gl-i-wrap j-sku-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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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0：定位到每个手机商品信息 

 

修改为：//DIV[@class='gl-i-wrap j-sku-item' and @jdzy_shop_id='1000000904'] 

可以实现定位到“荣耀官方旗舰店”的手机商品，其中属性 jdzy_shop_id 为店铺

的 ID。 

 

图 9-3-31：定位到“荣耀官方旗舰店”的手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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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osition()、last() 

position()函数是在兄弟元素中，定位到其中任意一个。last()函数是在在兄弟元素

中，定位到最后一个。这两个函数通常是在循环列表中使用较多，比如八爪鱼采集器

生成的循环项含有一些不需要的（广告），这时可以利用该函数去去除。或者只需要

采集循环项中的一条或几条。 

 

例子：在京东手机的商品列表中，选择前五个商品。首先需要定位到每个手机商

品信息，定位为：.//*[@id='plist']/ul/li 

 

图 9-3-32：定位到每个手机商品信息 

 

将定位修改为：.//*[@id='plist']/ul/li[position()<6] 

将可以定位到前五个商品。“<”后的数字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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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3：定位到前五个手机商品信息 

 

如果将定位修改为：.//*[@id='plist']/ul/li[position()=6] 

则可以定位第六个商品。 

然后将定位修改为：.//*[@id='plist']/ul/li[position()>6] 

则可以定位第六个商品之后的所有商品，也就是剔除了前六个商品。 

 

Last()函数，一般也是与 position()合用的， 

.//*[@id='plist']/ul/li[last()]  表示定位到最后一个商品 

.//*[@id='plist']/ul/li[position()>last()-1] 表示定位到最后一个商品（同上） 

.//*[@id='plist']/ul/li[position()>last()-5] 表示定位到最后五个商品 

.//*[@id='plist']/ul/li[position()<last()-5] 表示定位到倒数第五个之前的所有商品，

也就是剔除了最后五个商品。 

 

3、text() 

当对特定类别信息进行提取的时候，可以使用该函数提取。而非特定信息就不会

实现采集。也就是可以起到筛选的作用。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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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4：二手房价格信息 

 

使用 Xpath：.//*[@id='infolist']/table/tbody/tr/td/b 就可以定位到每一个价格信息 

 

图 9-3-35：定位到每一个二手房价格信息 

 

修改为：.//*[@id='infolist']/table/tbody/tr/td/b[text()='3000 元'] 

定位到价格是 3000 元的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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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6：定位到二手房价格是 3000元的价格信息 

 

4、contains() 

这个函数主要是与文本函数结合，或者与属性结合使用。主要意思是包含文本、

或者属性值包含某一个字符串。 

（1）、contains 函数与属性结合 

当遇到用属性值有差异时，或者遇到用属性值无法定位时（一般是特殊符号引起

的错误），可以使用 contains 函数。 

首先定位到源码中的 ul 元素位置。Xpath：.//*[@id='plist']/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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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37：定位到源码中的 ul元素位置 

 

增加属性：.//*[@id='plist']/ul[@class='gl-warp clearfix'] 

发现 Xpath 不正确，无法匹配到任意元素。 

 

图 9-3-38：Xpath不正确，无法匹配到任意元素 

 

 

使用 contains 函数，将 Xpath 修改为下面几条中的任意一条，都可以实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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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plist']/ul[contains(@class,'gl-warp clearfix')] 

或者.//*[@id='plist']/ul[contains(@class,'gl-warp')] 

或者.//*[@id='plist']/ul[contains(@class,'clearfix')] 

或者.//*[@id='plist']/ul[contains(@class,'warp clearfix')] 

 

图 9-3-39：使用 contains函数，匹配到相应元素 

 

5、contains 函数与文本结合 

当我们发现需要定位的内容有部分差异，或者需要找到具备有种特征文本的内容

时，可以使用 contains 函数。 

例子：定位到含有“荣耀”的手机商品标题 

首先生成一条可以定位到所有手机商品标题的 

Xpath：.//*[@id='plist']/ul/li/div/div[4]/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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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0：生成 Xpath，定位到所有手机商品标题 

 

 

图 9-3-41：使用 contains函数与文本结合，实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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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常用位置区分： 

 

1. 相对 Xpath（循环提取数据） 

一般是出现在“循环提取数据”步骤中。顾名思义，相对 Xpath 会有两条 Xpath

就是在循环的 Xpath 定位基础上，再定位。 

在循环提取的过程中，元素定位会随着循环项的定位而实现变化。 

这里可以和绝对路径比较。绝对路径表示在整个网页中的唯一路径。因此不管循

环项到哪一个，绝对路径提取的数据都是同一个。 

（示例：http://www.dianping.com/search/category/7/10/r1556） 

采集大众点评网上的商家信息，提取各商家的基本信息以及详情页信息。 

 

图 9-3-42：大众点评网商家列表 

 

在八爪鱼采集器中做好规则。其中有一个是循环、提取数据步骤。查看字段的设

置。 

http://www.dianping.com/search/category/7/10/r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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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3：循环提取数据步骤中字段设置 

 

从图中可以看到字段的 Xpath 会分为两条 

元素匹配的 Xpath：在八爪鱼采集器中自动生成的该 Xpath 可以匹配到当前选中

的循环项。也可以直接循环项中的 Xpath（不固定元素）复制到该输入框中。 

相对 Xpath 路径：把已有的循环项的定位作为根目录，再次生成的 Xpath。 

简单来说，相对路径 Xpath 与循环项的 Xpath 组合在一起依然适用。 

 

图 9-3-44：字段中“自定义元素位置”的 Xpath 

 

 

 

 

 

 

相对路径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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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5：循环项的不固定元素列表（Xpath） 

 

复制 Xpath 到字段中的“元素匹配的 Xpath”中 

 

图 9-3-46：复制 Xpath到字段中的“元素匹配的 Xpath”中 

 

同时，将 Xpath 复制到火狐浏览器中 firebug 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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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7：大众点评网，Xpath定位 

 

在该定位基础上，我们在源码中去找到商家的店铺名称的位置。 

 

图 9-3-48：店铺名称在源码中的位置 

 

Xpath 修改为：//DIV[@id='shop-all-list']/UL[1]/LI/DIV[2]/DIV[1]/A[1]/H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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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9：Xpath定位到店铺名称 

 

这样就可以将标红的 Xpath 直接复制到“相对 Xpath 路径”中 

 

图 9-3-50：填写“相对 Xpath路径” 

 

如果将后面的相对路径修改为： 

//DIV[@id='shop-all-list']/UL[1]/LI//A[@data-hippo-type='shop']/H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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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51：修改店铺名称的相对路径 

 

同样填写到“相对 Xpath 路径”中，可以实现同样的定位。 

 

图 9-3-52：填写“相对 Xpath路径” 

 

5、备用 Xpath 

备用 Xpath 只出现在提取数据步骤（一般是在单个“提取数据”步骤中），在字

段的“自定义元素定位方式”中，找不到时如何处理，勾选该选项。 

勾选后，在网页中找到备用字段的位置，点击后弹出一个选择框，其中会有一个

“将这个元素设为备选”，选择该选项，备用位置就会生成相应的 Xpath。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85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注意：在原 Xpath 提取不到数据时，才会使用备用 Xpath 去定位，而不是说数据

提取为空的时候。 

 

图 9-3-53：勾选 “尝试备用位置” 

 

 

图 9-3-54：在网页中选择备用位置，并设为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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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55：在备用位置生成相应的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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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八爪鱼采集器的高级应用 

10.1 登录采集 

10.1.1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示例网址：http://www.bazhuayu.com/login.aspx 

 

图 10-1-1高级模式-登录界面 

 

首先在八爪鱼采集器里打开登录页面或者是打开某个页面网站提示需要登录了，

跟平时正常浏览网页一样，需要输入账号、密码和点击登录。 

八爪鱼采集器是模拟人手动的操作，所以八爪鱼采集器需要知道两件事 

（1）要输入的账号密码是什么 

（2）在哪里输入账号和密码 

操作方法跟前面介绍的输入步骤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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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高级模式-生成输入账号步骤 

1.点击浏览器中的账号输入框的位置 

2.选择输入文本，八爪鱼采集器就会在流程设计器中自动生成输入文字的步骤 

 

图 10-1-3高级模式-输入账号 

 

3.在右边的要输入的文本输入框里填入要输入的账号 

4.点击保存，文本框的内容就会自动填入网页中 

5.输入密码也是相同操作，不同的只是点击的位置换成密码输入框的位置，和输

入的文字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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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4高级模式-生成点击登录步骤 

 

6.在浏览器中点击登录按钮 

7.选择点击这个元素 

 

图 10-1-5高级模式-已登录界面 

 

八爪鱼采集器就会在流程设计器中生成点击步骤，下方浏览器会进入到已登录页

面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将流程设计器中每一步的名字修改成了每一步操作

的作用，方便后期重新打开任务时查看。 

 

10.1.2 有验证码的登录情况 

与模拟人在浏览网页时操作一样，我们只需要让八爪鱼采集器多做一步输入验证

码的操作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90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八爪鱼采集器需要知道 

1.验证码图片在哪里 

2.输入框验证码的框在哪里 

 

图 10-1-6高级模式-生成识别验证码步骤 

 

与 10.1.1 输入账号密码的操作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接着设置验证码步骤 

1.点击下方浏览器中验证码图片的位置 

2.点击识别验证码 

 

图 10-1-7高级模式-设置识别验证码图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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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继续设置验证码输入框 

 

图 10-1-8高级模式-设置识别验证码输入框位置 

 

4.在浏览器中点击输入验证码框的位置，八爪鱼采集器就会在流程设计器中生成

一个识别验证码的步骤 

 

图 10-1-9高级模式-设置识别验证码-先设置输入框位置 

 

如果先点击的是浏览器中输入验证码框的位置也同样可以，弹出的选项中是有这

个选项的，只是先点击输入框的位置，再点击图片的位置，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八爪鱼

采集器验证码的图片在哪里和验证码的输入框位置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192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10-1-10高级模式-调整识别验证码流程 

 

5.这里我们是先做的一个没有验证码的流程，再加入的识别验证码操作，在流程

设计器里可以看到，跟我们的平时操作不一样，应该要先识别输入验证码之后，才点

击操作，所以要把识别验证码这个步骤拖动到点击登录前面，这样才是正常在浏览器

中操作的步骤，如果是正常先设置的识别验证码步骤，再设置登录步骤就不需要拖动

流程图 

6.在当前验证码框里输入看到的验证码 

7.点击右边的应用到网页 

八爪鱼采集器就会把输入框的内容作用到下方浏览器中，就可以进行之后的流程

设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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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1 高级模式-输入当前验证码以便制作后续流程在制作流程规则时是不能

自动识别验证码的，即使购买了验证码套餐，在这一步也是需要手动输入验证码，目

的是配置过程不耗费用户的验证码数量。 

 

10.1.3 cookie 登录 

cookie 登录是利用了浏览器中缓存设置，缓存了当前的一个网页状态，可以快速

进入到当前状态的页面，但是每个网站 cookie 机制不一样，有些网站 cookie 一年后都

有效，有些网站可能新开一个网页、换台电脑、或者几分钟后就失效了，这种其实是

不适合用 cookie 方式登录的，还是要用前面的输入账号的方式登录，所以是需要根据

自己要采集的网站情况处理的。 

做好 cookie 登录的方式是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步骤，直接打开网页就是登录状

态。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八爪鱼浏览器中的页面调整到已登录状态 

在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这些过程只是为了将页面调整到登录状态，

所以弹出框可以直接关掉，然后直接在八爪鱼浏览器中输入内容 

点击登录也一样，但是部分网站可能不生成点击按钮是无法触发网页跳转的，所

以可以生成后再删掉就可以了。 

 

图 10-1-12高级模式-输入当前验证码但不生成流程 

 

这样页面就进入了登录状态 

然后拖入一个打开网页，在页面 url 中输入要采集的页面网址，勾上打开网页时

使用固定 cookie，获取当前页面 cooki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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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3高级模式-设置保存 cookie 

 

如果要测试一下 cookie 是否有效可以点击一下浏览器最右边的清理浏览器缓存，

然后点击第一个打开网页步骤，可以看到是我们一开始未登录的状态，不要点击中间

的步骤，直接点击最后一个我们保存过 cookie 的打开网页步骤，如果可以直接看到是

已登录状态，就说明 cookie 已经保存成功并且可以直接使用了，这时可以把前面的步

骤都删除，直接只保留最后一个保存了 cookie 的打开网页步骤，这样设置下次就能够

直接登录，不需要再次输入账号密码。 

 

10.2 切换下拉框的数据提取 

我们经常在采集网站时会遇到这种切换下拉列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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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网页常见下拉框界面 

 

1、打开网页后，看到页面中有需要切换选择条件的下拉框，我们就需要用到循

环下拉框功能 

2、首先，点击网页中的下拉框，会弹出高级选项弹窗 

3、选择高级选项里的“循环下翻下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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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2高级模式-生成循环切换下拉框步骤 

 

1、切换下拉框后，页面没有查询数据，是因为网页要点击查询按钮，所以要继

续点击页面种的查询按钮，模拟查询操作 

2、配置好，就可以执行查看效果了 

3、默认会自动循环下拉框内的所有项目，如果只选择单个选项的话，直接数下

拉框选择的那一项在多少位置，例如河北在第 4 个，那我们在不固定元素的配置里就

改成图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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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3高级模式-指定切换到下拉框中某个选项 

 

1、还有如果只要选择固定的几个下拉框的话，我们就得选择用固定元素列表来

实现此功能。需要几个就复制几个，然后改一下数字，最后点击保存。 

 

图 10-2-4高级模式-指定切换到下拉框中某几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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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很多用户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刚执行采集的时候就显示采集完成，但是什么

数据都没有采集到。这时候我们要检查流程里的每一步，手动去执行。每个操作内置

的浏览器，左上角有个加载提示，如果它是不转动的，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步骤里勾选

上 AJAX 选项，然后需要注意选择等待的时间，一般设置长点比较保险。配置好后，

流程就不会中断了。 

 

图 10-2-5高级模式-搭配点击元素时可能遇到 AJAX问题 

 

如果需要提取当前选中的下拉循环项，可以在下拉选项后面拖一个提取数据的步

骤，在页面中点击提取下拉框的文本 

 

图 10-2-6高级模式-生成提取下拉框文本项 

 

然后在自定义设置中设置抓取选中项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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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7高级模式-设置提取下拉框选中项文本 

 

 

图 10-2-8高级模式-提取下拉框选中项文本效果图 

 

例子二：在该网页中抓取每个联赛的足球比分数据。但是在抓取联赛名称时，出

现无法直接抓取当前联赛的名称。 

应该需要通过重新定位，实现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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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9：每个联赛的足球比分数据 

 

 

图 10-2-10：直接抓取切换下拉框的数据 

 

将网址在火狐中打开，使用 firepath 工具，观察网页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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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11：下拉框中当前联赛名称的源码信息 

发现当前选中的联赛所对应的的标签都有一个相同的属性。selected="selected"。

该属性是唯一的，则可以使用该属性去定位到当前的联赛名称。 

最终可以将定位修改为：.//*[@id='sname']/option[@selected='selected'] 

 

图 10-2-12：修改 xpath后，可以定位到当前的联赛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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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能实现到当前联赛名称的采集。对于其他的切换下拉的数据采集，也可以

使用该方法。 

一般来说，切换下拉的选项在源码中都是使用 option 标签，而且当前选中（显示）

的类别一般会有一个不同的属性，因为网页在展示时，也需要去区分需要显示的和非

显示的标签。这里的思维是跟人的思维是一样的。 

 

10.3 封 IP-验证码 

封 IP 是大多数网站防采集手段的一种，每个网站又不太一样，主要是当网站监控

到某些数值超出一定的范围，就判断为非正常访问，这时就会触发封 IP 的机制。 

方法 1.执行前等待 

执行前等待是最常用的方法，一般网站都是通过监测网站的访问频率来判断是人

在访问还是机器访问，比如有的网站设置的是 1 分钟内同一个 IP 访问 20 次，就开始

防采集，那么我们可以在点击元素前设置执行前等待，10 秒，那么 5 秒点击一次，一

分钟就点击 12 次，不超过 20 次就不会触发防采集。具体每个网站设置的防采集触发

条件只有开发网站的人才知道，我们就只能试，发现一开始正常采集，然后突然页面

跳转到了访问太频繁、我真的不是机器人等等，都是触发了网站的防采集条件，那我

们就需要降低采集速度，多试几次去了解这个网站的防采集条件。 

执行前等待的设置方法： 

基本上除了打开网页步骤以外，所有的步骤都可以在高级选项内设置执行前等

待。设置后采集速度会降低。 

方法 2.验证码 

执行前等待是可以躲开大部分的网站监控，不会触发防采集措施，可以说是预防

的措施，验证码是触发防采集之后，网站常用的防采集措施之一，输入验证码之后就

可以继续采集，不过部分网站即使正常浏览也需要验证码，这时设置执行前等待就没

有作用，需要增加输入验证码步骤。一部分网站的登录是需要输入验证码，输入验证

码步骤是需要设置图片位置和输入框位置，详细的可以查看验证码的教程。

（ http://www.bazhuayu.com/search?query=%E9%AA%8C%E8%AF%81%E7%A0%81 ）

另外，当验证码是不定时出现时，就需要用分支条件进行判断。如下图，在最左边条

件分支中设置只有出现验证码时才会出现的文字或元素，然后把设置的验证码步骤放

入左边的分支中，那么当出现了验证码的时候就会获取验证码图片并执行验证码步骤，

然后正常执行其他步骤，实现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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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1高级模式-分支判断+加识别验证码流程图 

 

10.4 特殊翻页 

八爪鱼之所以可以靠点击就能做好规则，是因为八爪鱼后台有算法会根据网页情

况自动生成大部分的 XPath，但是机器无法预测所有网页状况，所以一些特殊情况是

需要手动更改 XPath。 

 

10.4.1 一二页循环 

 

图 10-4-1高级模式-同一 XPath在第一页和第二页时的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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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爪鱼采集器中自动生成的翻页循环 Xpath，在第一页能匹配到“下一页”元

素，但是翻到第二页，匹配到的是“上一页”元素。所以在流程循环中，八爪鱼采集

器是先点击“下一页”，翻到第二页，再点击“上一页”。导致循环一二页翻页问题。 

方法一： 

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是翻到第二页再建下一页循环，那么八爪鱼生成的就是唯一

匹配下一页的 XPath，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一二页翻页循环的问题了。 

方法二： 

需要有一定的 XPath 基础，自己观察网页源码增加限定条件，比如增加限定条件

text()='下一页>'，意思是我只要文字带下一页的元素，这样上一页就不会被匹配出来。 

 

图 10-4-2高级模式-增加限定文本下一页 

 

10.4.2 数字翻页 

http://bbs.bazhuayu.com/showforum.aspx?forumid=16 

使用数字翻页一般是遇到了没有下一页按钮的情况，页面上只有一串 123456...，

这个时候没有下一页可以点击，而点击第二页又不会出现“循环点击下一页”的选项。 

方法一：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像创建循环列表一样，循环点击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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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3高级模式-建立点击页码的循环列表 

 

图 10-4-4高级模式-点击页码的循环列表 

 

这样就可以让八爪鱼循环点击页码进行翻页了。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问题是如果总共有 100 页，但页码列出来的只有 10 页那么翻

到第 10 页的时候，八爪鱼就不会往下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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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需要有一定的 XPath 基础。这里是通过循环点击当前页面的下一个页面实现循环

滚动。先建一个循环，将循环方式改为单个元素，观察网页源码，定位到当前页，再

定位到当前页后面一页的元素，这样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当前页是第二页，第二页后面

一个元素是第三页就会点击第三页。 

这个方法有个限制是需要找到当前页的唯一标识，即当第一页的时候，这个标识

跟着第一页，第二页的时候，这个标识会跟着到第二页，如果没有这个唯一标识就没

办法使用这个方法。 

//div[@class='pages_btns cl'][2]/div[@class='pages']/span/following-sibling::a[1][text()>0] 

 

图 10-4-5 XPath-定位当前页码的后一个页码 

 

10.4.3 手动创建循环翻页 

有些网页虽然看着显示了下一页，但是实际上这个下一页的图标是图片，因为八

爪鱼是不做图片内容识别的，所以即使看到是下一页，但是页面源码没说这是下一页，

八爪鱼就不认识，点击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循环点击下一页”的选项。这个时候就需

要手动创建一个翻页步骤，翻页步骤其实就是一个循环+点击单个元素的组合，会写

XPath 的可以自己写这个点击单个元素的 XPath，不会写的话可以用生成点击元素的方

式，让八爪鱼生成好 XPath，我们复制出来放进循环点击单个元素的 XPath 里就可以

了。记得循环内的点击元素要勾上“点击当前循环中设置的元素”。 

1、获取下一页的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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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6 高级模式-生成点击下一页的点击步骤 

 

图 10-4-7 高级模式-获取下一页的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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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动拖循环框，并把之前的点击元素放进循环，点击元素按照截图设置 

 

图 10-4-8 高级模式-拖一个循环步骤进入流程设计器 

 

 

图 10-4-9 高级模式-更改循环方式及粘贴下一页的 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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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10 高级模式-将点击元素拖入循环中 

 

 

图 10-4-11 高级模式-勾上使用循环 

 

10.4.4 翻页死循环 

翻页循环的是如果八爪鱼能找到下一页，就会一直点击，死循环原因是八爪鱼自

动生成的 XPath 无法预测到最后一页的情况，所以这个 XPath 即使翻到最后一页，依

然可以找到下一页的元素，这个时候八爪鱼就会一直点击，我们需要观察网页源码，

增加限定条件，让这条 XPath 在没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是可以匹配到元素的，而到了最

后一页是匹配不到元素，匹配不到时八爪鱼就会跳出循环，不再点击下一页了。 

比如下面这个页面，最后一页的下一页元素比前面页面的下一页元素多了一个

class='nolink'，那么我们就可以只匹配没有 class='nolink'的下一页，这个 xpath 就由

//a[text()='下一页' ]变成了 //a[text()='下一页' and not(@class='n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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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12 XPath-非底页效果 

 

 

图 10-4-13 XPath-底页效果 

 

10.5 源码数据提取（非网页可见信息） 

很多时候我们采集淘宝商品的 ID、京东店铺 ID、大众点评商铺的星级、去哪儿

酒店的星级验证等，但是这些可能在网页中没有显示出来，而网页源码中的信息远比

网页中所显示的数据还要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采集源码的形式去提取数据（提取数

据步骤也有一个是提取 HTML 选项）  

八爪鱼采集器对数据的提取是根据网页源码中的信息进行提取。所以源码中的任

何参数、文本、代码都可以被提取出来。 

当我们需要这些方面的数据作为参考或者标记时，我们则需要通过定位去提取相

应的源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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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1：商户的星级信息在源码中 

 

例如我们想要采集大众点评网的商家信息，在观察源码的过程中，发现每个商家

都有一个 title 表示该商家的星级，但是在网页中没有看到相应的数据。 

在八爪鱼采集器中打开网页，对星级信息点击，弹出动作执行框。可以看到提取

文本你的选项中没有文本内容。但是商户的星级信息出现在源码中，所以可以直接选

择提取这个元素的 ou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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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2：直接提取文本，文本数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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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3：提取网页源码信息，选择 outerhtml 

 

在提取完源码后，就需对源码信息进行数据的格式化，在这里主要是进行正则匹

配。最后可以提取到商户的星级信息。 

 

图 10-5-4：对源码信息进行正则匹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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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5：提取到商户的星级信息 

 

假如这里的信息不能直接通过八爪鱼采集器中的抓取步骤实现时，就只能通过先

观察网页源码，找到需要采集的源码数据的位置。 

 

图 10-5-6：复制相应的 Xpath，可直接粘贴在八爪鱼中 

 

如图，我们想要采集源码中的 title 的数值，但是我们需要找到它的定位，这时把

鼠标移动到标签上，右键出现 copy Xpath（这里是使用了火狐浏览器的 firepath 工具，

详情参考 Xpath 章节的火狐工具）。这时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定位，然后将 Xpath 放至

提取数据中的自定义定位元素方式中，实现数据的采集。由于采集的是网页源码，而

所需数据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在提取完数据后都会有一个格式化数据的步骤：对数

据进行简单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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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向下滚动一屏 

当我们遇到瀑布流的网页时，也就是需要向下滚动才会加载更多数据的网页，比

如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该类网页主要是应用了一种滚屏技术，该技术就是使用

Javascript 监视滚动条的位置，每次当滚动条到达浏览器窗口底部时，触发一个 AJAX

请求后台 PHP 程序，返回相应的数据，并将返回的数据追加到页面底部，从而实现了

动态加载，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AJAX 应用。 

应对这种网页，如果没有设置向下滚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数据量过少、数

据漏采等问题。 

以采集微博信息为例。http://weibo.com/?category=7 

 

图 10-6-1：微博主界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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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2：微博主界面向下滚动可以加载更多的信息 

 

当网页向下滚动的时候会加载一批数据，每次向下滚动都会加载一些，因此想要

采集更多数据的时候就应该在相应位置设置向下滚动，并根据网页特性设置加载次数。

次数主要是通过观察和预估得到，同时也应该在数据量的基础上进行设置。比如我们

只想要采集 100 条微博数据，设置次数约为 1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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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3：在“打开网页”步骤设置滚动次数为 13次 

 

在滚动次数中设置 13 次，提取方式为直接滚动到底部。这样才能采集到 100 条

微博数据，如果想要采集更多的数据，则增加滚动次数就可以。 

 

图 10-6-4：单机运行，采集到大量数据 

 

 

 

10.7 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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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帧结构）是指利用<FRAME>将一个网页分为若干个窗口，这样可以

在一个页面上展示几个不同内容的网页，例如将菜单和网页内容放到两个框架中，这

样当拉动网页内容的滚动条时，菜单部分的网页可以保持固定不动，为浏览网页带来

方便。另外，对于一些内容较少的网站，利用框架结构也使得网页布局看起来更加丰

富。 

一般来说，我们很难一眼就辨别出当前网页中是否存在框架结构，更多时候是在

设置流程步骤时得知，而且如果在操作中不涉及网页中的框架结构的话，可以忽略其

存在。 

在采集 过程中，一般会在点击元素、提取数据和输入文字的时候发现框架结构，

在点击元素和提取数据时，大部分时候，八爪鱼采集器会自动生成相应的框架的

Xpath，并在自定义定位元素中可以查看到。 

而框架结构中输入文字的时候，容易出现文字无法在下方浏览器中出现，这时可

以在火狐浏览器中检查是否为框架结构。 

例子：http://qzone.qq.com/ 

该网页中的登录框就是一个框架结构。 

 

图 10-7-1：网页中框架结构例子 

 

在八爪鱼采集器中，网页没有模拟流程中的输入文字的步骤。将网址在火狐浏览

器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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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框上右键点击，出现很多选项，其中会有一个此框架的选项，证明该输入

框是框架结构。 

 

图 10-7-2：右键查找网页框架信息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找到该输入框的其他入口。 

 

图 10-7-3：在新标签中打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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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4：在新标签中复制网址链接 

 

选择此框架在新标签页中打开框架，然后复制新标签页中的网址，将网址在八爪

鱼采集器中打开，然后执行输入文字操作，就可以实现模拟操作了。 

 

图 10-7-5：在八爪鱼采集器中重新打开网址，创建输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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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结构在采集过程比较少遇到。相对来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不过以上方

法可以解决框架网页的问题。 

 

例子 2： 

http://www.chim.upb.ro/departamente/bioresurse-si-stiinta-polimerilor/personal 

这里有个特殊的例子是每个人物的介绍都是一个框架结构，所以在这个网页中无

法使用循环人物列表的操作，只能通过先采集每个人物的框架链接，然后通过循环

URL 的方式实现每个人物信息的采集。 

 

图 10-7-6：网页中多个框架结构例子 

 

通过火狐浏览器的 firepath 工具，选择 HTML 选项，然后搜索 iframe（框架）就

可以定位到网页中的各个框架的位置。Iframe 后的属性 src 的值就是相应的框架链接，

因此，我们需要将所有的 iframe 的 src 的值都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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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7：网页中多个框架结构的源码信息 

 

我们可以将定位书写为.//*[@id='page-middle-part']/div/iframe 

然后循环提取 OUTHTML，通过正则匹配，得到相应的链接 

 

图 10-7-8：提取框架链接 

 

最后通过 URL 循环提取的方式实现提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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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9：通过 URL列表采集信息 

 

10.8 图片的采集和下载 

随着瀑布流网站、AJAX 网页等技术和网站表现形式大行其道，技术架构和网页

结构都与以往传统的网站有所区别，图片展现形式表现的更加的灵活，有些企业或个

人出于营销研究或者收藏的需求，需要对这类型网站进行网页数据采集，今天我们介

绍一下，遇到这类型网站时要如何使用八爪鱼采集器来快速收集数据。 

我们以选取的“东大门”网站为例，来说明下图片采集要如何实现。先来看下这

个网站的特殊之处，首先，页面上的图片不是一次加载完成，而需要滚动多次才会滚

动到底部，这类型的网站像新浪微博也是类似情况，当然也有的瀑布流网站是一直加

载无法见底的，这种情况在此不赘述。其次，产品详情页不能通过点击标题进入，而

需要点击图片才能进入。 

 

图 10-8-1：含有大量图片信息的网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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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采集示例 

1、打开八爪鱼采集器，点击开始采集 

 

图 10-8-2：打开八爪鱼采集器 

 

2、输入任务名，点击下一步 

 

图 10-8-3：输入任务名，点击下一步 

 

3、建立采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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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要采集页面的 URL，将红色方框内的打开网页拉至流程线，将复制的 URL

粘贴好，点击保存，如图片所示 

 

图 10-8-4：建立采集规则 

 

打开网页的时候，需要设置 AJAX 网页加载，以便确保数据采集的时候不会遗漏，

像这个示范站，我们实际滚动大约需要 4 次，所以我们在 AJAX 加载到底部，滚动次

数可以设置为 4 次或 5 次均可，次数可以适当的比实际的滚动次数稍微多一两次,如图

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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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5：对规则设置滚动加载 

 

接下来将要采集的页面拉至底部，找到下一页，鼠标右键点击，选择执行循环下

一页操作，如图片所示 

 

图 10-8-6：创建循环翻页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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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翻页循环的翻页，选择高级选项，勾选页面加载，根据网站的不同去设置滚

动次数和滚动方式，点击保存（这个网站设置滚动 4 次就差不多了） 

 

图 10-8-7：对翻页步骤设置 AJAX 

 

由于我们采集时需要点击图片才能进入到产品详情页，在建立元素循环列表的时

候，需要将图片链接设置为列表项，如下图所示，我们需要点击 A 标签取到图片的链

接地址，并以此链接为循环列表，添加元素到列表的时候，每次都需要点击 A 标签，

2-3 次添加之后系统会将所有选中的图片链接自动读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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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9：创建循环列表（1） 

 

 

图 10-8-10：创建循环列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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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11：创建循环列表（3） 

 

 

图 10-8-12：创建循环列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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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13：创建循环列表（5） 

 

完成后如红色方框所示，点击保存 

 

图 10-8-14：创建循环列表完成 

 

采集图片的 URL，按上面的操作进入到详情页后，就是提取数据了，对于产品名

称和价格，都是文本形式，提取非常简单，而对于图片，会需要先采集到图片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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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再进行转换，采集办法如下图所示，选中图片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选中 IMG

标签，选择图片的超链接进行采集。 

 

图 10-8-15：提取每个循环项的图片地址（URL） 

 

4、开始采集，导出数据 

设置完成后，保存，检查一下采集的成果。URL、产品名称、价格均已采集下来，

我们导出为 EXCEL 格式的文件。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232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10-8-16：单机采集图片地址，并导出 

 

将图片的 URL 转换为图片批量下载下来，相关的工具在八爪鱼采集器免费下载。

将 URL 地址导入工具即可将图片转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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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17：通过下载工具下载图片到本地 

 

经过以上简单的步骤，AJAX 网页上的瀑布流图片就可以轻松采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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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则表达式-教程 

正则表达式是-强大的，在八爪鱼中，学会正则表达式的应用能让你的数据展示更

加规范化，所提取数据字段表达更加精准。合理的运用正则，能提升你的数据展示规

范、字段表达精准。只要认真阅读本教程，结合八爪鱼正则表达式工具实战应用，掌

握正则表达式是非常容易的。 

 

11.1 正则表达式-简介 

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按英文直译是“规范化表达”，其作用是将

复杂模糊的源数据通过正则表达式转化为简单直观的目标数据。例如下面三个字符串： 

 “150ABCD” 

“一百五 ABCD” 

“One hundred and fiftyABCD” 

 

分析思考过程： 

以上字符串中，我们的源文本数据分别为：““150ABCD”、“一百五 ABCD”、

“One hundred and fiftyABCD” 

假设我们要提取目标数据为：字符串中以数字开头的数据 

那么约束条件为：只取字符串中以数字开头的源数据 

将此约束条件转化为正则表达式为：[0-9](.+)\b 

其中，[0-9]的语义为开头 1 位为 0-9 开头，中间间隔以通配符“.”代替，(.+)语

义为字符串长度不做限定，\b 的语义为，匹配一个边界。 

正则后的目标数据：“150ABCD” 

通过这个简单例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了为什么要用正则与正则所能实现的效

果，简单来说，正则只是将我们的意愿（提取字符串中以数字开头的数据）以表达式

的形式展现出来（ [0-9](.+)\b），并最终通过表达式匹配到所需要的目标数据

（“150ABCD”），所以灵活运用正则，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实现强大的功能。 

 

为什么要在八爪鱼中使用正则？ 

在八爪鱼采集数据过程中，受限于网页 HTML 结构的原因，部分目标数据并不能

单独提取出来，这时需要简单的搜索与替换操作来提取与预期搜索结果匹配的确切文

本，除此之外，对数据要求精准规范的用户，还能通过正则表达式测试所提取数据字

符串的模式、替换文本、基于匹配模式从字符串中提取子字符串等操作。 

例如： 

配字符串内模式： 

1.查看字符串是否出现电话号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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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字符串是否出现网址 URL 模式 

替换文本： 

1.用正则表达式识别字符中特定文本 

2.用正则表达式完全删除该文本或用其他文本替换它 

基于匹配模式从字符串中提取子串: 

1.用于查找字符串文本内特定文本 

 

11.2 正则表达式-简单示例 

1.匹配任何空白字符，包括空格、制表符、换页符等 

正则表达式：\s+ 

 

图 11-2-1：示例 1 

 

2.匹配源文中 1-9 开头，1-9 结尾，中间长度为 9 的字符串 

正则表达式：[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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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2：示例 2 

 

3.匹配源文本中 http 开头，com 结尾，中间长度任意的字符串 

正则表达式：http(.+)com 

 

图 11-2-3：示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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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匹配源文本中的汉字 

正则表达式：八爪鱼采集器 

 

图 11-2-4：示例 4 

 

5.综合运用 

假设一个源文本中包含空白字符、数字，那么我们的思路大致如下： 

1.利用\s+去除空白字符干扰 

 

图 11-2-5：综合运用 1 

 

 

2.利用[0-9].{4}[0-9]匹配所想要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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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6：综合运用 2 

 

源文本由空白字符、数字、字母、汉字等各种字符组合而成，理解本章示例，合

理运行正则表达式，举一反三，对八爪鱼格式化处理数学的学习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11.3 正则表达式-八爪鱼正则工具 

在八爪鱼中，为了方便广大用户，我们提供正则工具，用于方便快速地生成正则

表达式，在运用时，用户不需要太深入了解正则，只需要明白其常生成的表达式意义

并学会灵活修改部分表达式即可。 

 

图 11-3-1：正则表达式界面 

源文本：源数据，待处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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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所需要匹配字符串的开头 

包含开头：正则表达式匹配后的结果是否包含开头 

结束：所需匹配字符串的结尾 

包含结束：正则表达式匹配后结果是否包含结束 

包含一个：是否字符串中包含某字符 

 

 

图 11-3-2：简单示例一 

 

源数据：A123B 

八爪鱼生成表达式：A(.+?)2{1}(.+?)B 

A(.+?)：在后面语法章节我们会讲，此处解意为：以 A 开头，()存放的是子表达

式：.+?，"."为正则中的通配符，"+"为至少匹配一次或多次，"?"即只匹配至多一次 

2{1}，此处表示匹配 2，而且加了限定符"{1}"限定了 2 的次数为 1 

(.+?)B:子表达式：.+?与上面相同，结尾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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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2：简单示例二 

 

此处与图 11-3-2，只有包含不包含的区别，释义如下： 

(?<=A)：此处术语为零宽断言前缀，理解为开头不包含，其中(?=)是反向引用，

表示缓存但是不利用，意思是虽然匹配到 A，但是匹配结果不显示 A 

(?=B)：反向引用，匹配但是结果不显示 B 

 

图 11-3-3：简单示例非贪婪 

 

图 11-3-3，正则表达式中子“(.+?)”，由于？的限定，虽然源文本中含有两个字串

“A123B”，但是“？”限定了只能匹配 0 次或者 1 此处，所以匹配结果只有“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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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4：简单示例贪婪 

 

图 11-3-4，当我们把“？”去重时，这条表达式就是以 A 开头，B 结尾，中间无限

贪婪了，此时只要满足 A 开头，B 结尾的字符串都会不匹配进取 

 

图 11-3-5：正则步骤图 

 

图 11-3-5，是八爪鱼格式化数据中可以添加的操作，其中各操作释义如下： 

替换：将某一字符替换成另外一个字符或空，例如：将 2 替换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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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6：替换 

 

正则表达式替换：将正则表示匹配的字符替换成另外一个字符或空，例如：将正

则表达式：2013，匹配到的字符替换成 B 

 

图 11-3-7：正则表达式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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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表达式匹配：将正则表达式匹配的字符串呈现出来，例如：将正则表达式：

[0-9\.]+，匹配的字符串呈现出来，呈现的结果是：2013.04.22 

 

图 11-3-8：正则表达式匹配 

 

去除空格：根据需要选择去除空格的方式 

 

图 11-3-9：去除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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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前缀：将所需要的前缀添加到待处理字符串前面 

 

图 11-3-10：添加前缀 

 

添加后缀：将所需要的后缀添加到待处理字符串前面 

 

图 11-3-11：添加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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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转码：将实体引用转化为普通文本 

 

图 11-3-12：HTML转码 

 

实体引用如下： 

表 11.3-1：实体引用 

 

引用符 被引用字符 

&lt; < 

&gt > 

&amp; & 

&apos; ‘ 

&quot; “ 

 

综合运用：利用前缀、HTML 转码、替换完成格式化数据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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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1：综合运用 

 

一般来说，对付较为复杂的数据，可能一次简单的格式化处理并不能完成，我们

需要在一次处理后再进行再次格式化处理，因此，了解格式化各操作的运用很有必要，

合理搭配一定能获取我们想要的数据。 

  以上为八爪鱼正则工具简单运用，了解正则工具各位置释义与作用，配合后续

章节学习正则语法，对正则的掌握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11.4 正则表达式-语法 

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描述了一种字符串匹配模式，可以用来检查一个

字符串是否含有某种子串、将匹配子串做替换或者将匹配的子串提取出来等。 

 

正则表达式语法=普通字符+特殊字符 

普通字符=打印字符+非打印字符（元字符） 

特殊字符=限定符+定位符 

非打印字符：换页符（\f）、换行符（\n）、回车符（\r）、制表符（\t）、垂直

制表符（\v）、控制字符（\cM）、匹配任何空字符（\s）、匹配任何非空字符（\S） 

特殊字符： 

$：输入字符串结尾位置 

( )：标记一个子表达式开始于结束位置 

*：前面的子表达式 0 次或者多次 

+：前面的子表达式 1 次或者多次 

.：通配符，除\n 外任务字符 

[、]：标记中括号要开始的地方，里面放表达式，表示字符集，但只表达一个字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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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前面的子表达式 0 次或者 1 次，非贪婪 

\：转义字符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开始位置 

{、}:限定表达式开始的地方 

限定符：*、+、？、{n}、{n,}、{n,m} 

*、+、？区别：贪婪非贪婪 

{n}、{n,}区别：匹配确定的次数与匹配至少的次数 

定位符号：\b、\B、^、$ 

\b：边界处 

\B：非边界处 

选择： 

|：或者 

对于“|”的应用尽量偏少，因为相关的匹配会被缓存起来。 

 

反向引用： 

(?:pattern)：匹配但不获取结果 

(?=pattern):正向预查，不需要获取供使用 

(?!pattern)：负向预查 

(?<=a)： 

(?=b)：开头，匹配但不需要提供使用 

对于较小长度的单位不不要考虑反向引用问题，这里暂时按不表。 

 

字符簇：字符集 

例如，[0-9]，表达字符集 0-9 的集合，但是“[0-9]”本身只能匹配一个字符。 

 

元字符： 

即正则中某些字符被预先设定好一些含义，例如：“\”，其本身被设定为转义符，

如果匹配字串中含有该字符，其正则表达式应为：\\，此处的意思是“\”字符已经预先

设定好含义，要想匹配这需要转义声明，正则里面所用的转义声明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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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1：元字符 

字符 描述 

\ 转义符 

^ 输入字符串开始位置 

$ 输入字符串结束位置 

\b 匹配一个单词的边界 

\B 匹配非单词边界 

 

更多元字符，可以登录 W3S 进行查询，网址： 

http://www.w3cschool.cn/zhengzebiaodashi/regexp-metachar.html 

 

运算符优先级 

正则表达式从左到右计算，相同优先级从左到右计算，不同优先级从高到底计算，

这与数学中的算数表达式类似，以下是优先级表，优先级从高到低。 

 

表 11-4-1：运算符 

运算符 描述 

\ 转义符 

(), (?:), (?=), [] 圆括号和方括号 

*, +, ?, {n}, {n,}, {n,m} 限定符 

^, $, \任何元字符、任何字符 定位点和序列（即：位置和顺序） 

| 替换，"或"操作 

  

要运用好正则，除了熟练八爪鱼正则工具外，对正则语法有一定的了解是十分必

要的，知其然故知其所以然，我们对正则字符组成、连接符、限定符、运算符优先级

等都应该有所了解，最好是熟练它，这对我们使用好八爪鱼采集器的格式化数据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 

 

http://www.w3cschool.cn/zhengzebiaodashi/regexp-metach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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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及简单应用 

例子：2017-03-30 04:08:55 来源: 广州日报(广州)        举报 

1.匹配日期 

正则表达式：[0-9-]{4}-[0-9]{2}-[0-9]{2} 

 

图 11-5-1：匹配日期 

 

2.匹配来源 

正则表达式：(?<=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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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2：匹配来源 

从以上应用举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一条数据中包含了多条需要分割的信息，我

们能通过正则表达式将其分割开来，因此，合理运用好正则，对格式化处理数据会有

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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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采集 

12.1 什么是云采集 

云采集是指通过使用八爪鱼采集器提供的服务器集群进行工作，该集群是采取 7

×24 小时的工作状态，时刻都可以进行数据的采集抓取。在客户端将任务设置云采集，

任务会自动提交到云服务执行。之后可以关闭软件，关闭电脑进行脱机采集，真正的

实现无人值守。除此之外云采集通过云服务器集群的分布式部署方式，多节点同时进

行作业，可以提高采集效率，并且可以高效的避开各种网站的 IP 封锁策略。 

 

云采集状态的含义：在云采集状态中分为四种 

 

图 12-1-1：八爪鱼任务状态界面 

 

草稿：在八爪鱼里面未完成的规则，未做完的规则是不能执行云采集的。这部分

的规则会放在草稿里。 

可以启动：即在八爪鱼里完成的规则，可以进行单机启动也可以云采集的规则。 

运行中：正在采集的任务都会显示在运行中的状态里 

待运行：设置并启动定时采集的规则，都会显示在待运行里面。 

已停止：在待运行和运行中的任务如果选择停止会直接跳转到已停止的界面中。 

已完成：云采集完成的任务最终会显示在已完成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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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云采集设置 

12.2.1 基本设置 

任务配置完毕之后，在完成任务界面选择启动云采集（立即运行一次） 

 

图 12-2-1：云采集启动界面 1 

 

或者在任务状态可启动任务里面选中任务后，选择开始云采集，立即启动云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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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2：云采集启动界面 2 

立即启动之后，这时客户端界面会跳转到运行中里面来 

 

图 12-2-3：云采集运行中界面 

 

12.2.2 定时云采集设置 

任务配置完毕之后，在完成界面选择定时云采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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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4：定时云采集按钮所在界面 

 

打开定时云采集界面之后可以选择定时的有效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启动方式

和启动时间。 

 

图 12-2-5：定时云采集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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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保存定时配置，在已保存的框输入名称再选择保存配置，然后出现下面

绿色按钮即为保存成功。下次如果其他任务需要同样的定时配置时可以选择这个配置。 

 

图 12-2-6：定时云采集保存配置 

 

设置成功之后如果需要启动定时云采集选择下方保存并启动定时采集，然后点击

确定即可。如果不需要启动只需点击下方保存定时采集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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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7：定时云采集启动成功提示图 

 

在启动定时采集的任务成功之后会直接跳转到云采集状态中的待运行中，显示下

次运行时间。 

 

图 12-2-8：定时云采集启动成功之后跳转界面 

 

正常启动了定时采集的任务在任务设置的第四步里面会有显示已设置定时云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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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9：定时云采集启动成功界面提示图 

 

如果任务需要停止采集可以在设置页面点击“停止定时采集”即可 

 

图 12-2-10：定时云采集停止按钮界面图 1 

 

也可以在云采集状态里选择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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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过定时采集的任务在停止时会有如下提示：选择“是”代表停止云采集定时

计划，选择“否”代表停止本次云采集。 

 

图 12-2-11：定时云采集停止按钮界面图 2 

 

 

注意： 定时采集的任务这里点停止会提示是否停止本次云采集还是停止云采集

定时计划，点“否”是停止本次云采集，点“是”是这个任务的计划都会停止。 

 

12.3 查看数据 

云采集状态里面除了草稿状态其他状态都是可以查看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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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1：云采集任务状态界面 

 

选择上图右下角的查看数据会弹出查看全部数据还是查看未导出数据，查看全部

数据即为所有采集的数据，如果任务执行多次即为多次汇总之后的数据。查看未导出

的数据即为查看没有导出过的数据。另外云采集数据会自动排重。如果之前的数据导

出过，那查看未导出数据就为没有导出过的数据。 

 

图 12-3-2：云采集任务查看数据界面 

 

在查看数据页面有个清理数据，注意如果点击这里的清理数据之后则云采集数据

会全部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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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3：云采集任务清理数据按钮界面 

 

当查看数据的数据量多的时候，可以自己输入页码，然后选择跳转即可。也可以

选择只导出本页数据。 

 

图 12-3-4：云采集任务导出数据按钮界面 1 

 

也可以选择导出到全部数据，导出方式支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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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5：云采集任务导出数据按钮界面 2 

 

还可以将数据发布到数多多平台赚取多多币。 

 

图 12-5-6：云采集任务数据发布到数多多按钮界面 

 

12.4 云采集相关排错 

在云上跑的任务一定要确保规则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单机先调试好。这样一旦出

现问题便于排错。 

 

在单机采集无问题的前提下，云上出现问题主要有： 

1、云采集比单机慢 

单机可以采集但是云采集无数据或者漏数据 

当规则没有问题但是云采集比单机慢的时候，我们在排除规则没有问题的情况

下，再看看规则是否没有进行拆分。拆分的情况分以下两种情况： 

制作拆分任务 

我们的任务如果云采集想要加快采集速度是可以在云服务器上拆分的，有些规则

默认制作的时候是不可以拆分的，能不能拆分我们看最终规则循环列表的循环方式就

可以了。 

 

注意循环方式只有固定元素列表、URL 列表、文本列表才可以在云服务器上进行

拆分，单个元素和不固定元素列表的规则进行云采集时是不会进行拆分的。 

这里以固定元素列表拆分为例 

如下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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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1：规则循环列表设置界面 1 

 

上述规则默认制作出来生成的是不固定循环列表，这样的列表在云服务器上是没

办法进行拆分的，默认只能一台云服务器进行采集，我们可以改成固定元素列表进行

采集。 

我们通过修改 xpath 可以改成固定循环列表。将不固定元素列表的 xpath 复制出来

//DIV[@id='content-gray']/DIV[1]/FORM[1]/DIV[1]/UL[1]/LI，然后在 li 标签后面加个序

号//DIV[@id='content-gray']/DIV[1]/FORM[1]/DIV[1]/UL[1]/LI[1],然后在循环方式里面

选择固定元素列表，如下图： 

 

图 12-4-2：规则固定循环列表设置界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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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好序号的 xpath 复制到不固定元素列表里面，填好之后选择 OK，再点击保存。

就可以看到循环列表现在是固定的第一项了 

 

图 12-4-3：规则固定循环列表设置界面 2 

同样的方式我们添加其他序号的 xpath,加完之后点击下面的按钮 OK 之后选择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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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4：规则固定循环列表设置界面 3 

 

可以看到添加完之后的循环列表变为 

 

图 12-4-5：规则循环列表设置界面 2 

 

这个任务修改之后，云采集运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则会拆分给多台服务器进行采集

以增加采集速度。否则未拆分的任务则和单机采集是一样的效果。 

这样的任务运行是在云服务器是会进行拆分的，如果不需要拆分任务，则可在设

置采集选项里面选择云采集不拆分任务。 

 

图 12-4-6：云采集任务不拆分设置界面 

 

2、单机采集有云采集无数据或者漏数据 

排查方法： 

1、原有规则加几个字段，网站 URL、网页标题、网页源码（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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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好之后再运行云采集。 

3、任务运行过程中如果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查看一下数据，第一种情况这 3

个字段都提取到了，但是另外的字段还是没有提取到会有以下情况： 

（1）通过查看源码字段可能有以下情况： 

网络环境不同，网页源码有变化，导致原来的 xpath 定位不准，造成云采集无数

据或漏数据。 

 

第一种情况  

（1）查看网页源码字段 

（网页源码大范围改变）网站页面信息会根据网络 IP 所在地域自动匹配。云采集

时会随机分配地域，由于不同地域的网页结构不一样，从而导致单机能采，云采集部

分能采或都不能采。 

解决方案： 

A.规则中设置记录 cookie。 

参考：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cookdl.aspx?t=1 

B.增加步骤，如使用点击元素，点击选中某个地址。 

 （网页源码微小变动）网络环境不同，网页源码微小变动。 

解决方案：此类问题通常需要重写 xpath 路径。如将绝对路径 

（html/body/div[5]/div[3]/div[2]/div[1]）修改成相对路径（.//*[@id='tab-2']/div）。

尽量使用较为通用的路径进行定位。 

Xpath 使用，参考第 9 章节 

（2）通过查看 URL 字段，打开的 URL 和采集的 URL 不一致，采集到的 URL

是登录界面的 URL。 

1、规则中记录的 cookie 失效（需要登录的网站，通过电脑浏览器打开采集到的

URL 可以发现，自己更换电脑也可以进行验证这个规则） 

1.1 有些 cookie 只允许单浏览器或单 IP 登录。即 A 浏览器登录后就不能在 B 浏

览器登录，若在 B 浏览器中强制登录，A 浏览器中将被强制下线。（单 IP 同理） 

解决方案：做规则时勾选上云采集不拆分任务。 

1.2 本地调试 cookie 有效，云上无效。 

解决方案：在规则中设置登录流程， 

参考: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dgwbhdl.aspx?t=0 

（3）通过查看网页标题字段 

有些网页采集过程中会出现输入验证码之类的，这个时候网页标题就会有变化。

可以通过观察网页标题看到。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cookdl.aspx?t=1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dgwbhdl.aspx?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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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 

设置了这 3 个字段，云采集数量也为 0，这个时候可以复制一个规则出来，只留

下规则中的打开网页然后再次提取这 3 个字段，运行之后如果这三个字段也提取不到

或者有些 URL 可以提取到，但是网页标题提取不到或者源码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是： 

IP 被封（如,阿里旗下网站,1688 等。） 

解决方案：A.使用代理 IP（该方法仅限单机采集），具体方法可以参考这个教程：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dlipsm.aspx?t=1 

B.过段时间再采集，看能否找出网站的解封规律。 

 

第三种情况： 

规则设置不够完善，没有考虑到云上网速有时出现较慢的情况。 

解决方案：在规则中设置执行前等待或出现 xxx 元素。 

 

 

 

 

13 规则制作排错教程 

本教程主要讲的是大部分用户在规则制作时会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要解决问

题，首先就是判断问题点出在哪里，根据问题点找到有问题的步骤，就可以看具体步

骤教程指导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找到自己对应的步骤，看完本教程也是希望能让用户

更清楚的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以便客服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 

首先需要确定一下自己的规则是使用向导模式制作的还是高级模式制作的，如果

是向导模式制作的出现问题后需要在最后一步转为高级模式，才可具体排查。 

我们常说的手动执行一下，就是设计好规则之后，在高级模式下按配置规则的顺

序重新一步一步点击到最后“提取数据”步骤，要求跟我们在浏览器中做同样步骤时

是同样的反应，点击要有点击的反应，提取要提取到数据等，如果哪一步没有相应的

反应就是哪个步骤有问题。 

 

13.1 配置流程时八爪鱼采集器内置浏览器没有反应 

1、观察配置时内置浏览器 

http://www.bazhuayu.com/tutorial/dlipsm.aspx?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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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配置规则等浏览器的左上角转圈转完后，也就是网页完全加载完后，才能

配置及检查。 

如果是图片或一些广告太多加载较慢时，可以看看要采集的网页内容是否已经出

来了，如果已经出来了，点击下方浏览器网址信息左边的“X”，就可以停止加载网

页。 

 

图 13-1-1：停止网页加载设置 

 

同样，在启动单机采集时，左上角显示正在打开表示网页正在打开。如果你采集

时一直显示正在打开，想要跟编辑规则时点“X”一样的效果，那么首先需要观察一

下需要加载多久，调整高级选项中的打开网页的超时时间，网页数据还没出来就会采

集不到数据。如果是其他步骤，则需要观察是在哪一步一直打开，如果是点击元素步

骤，则调整点击元素的 AJAX 时间，建议这个时长一开始可以设置长一些，正常采集

后再调整到合适时长。 

 

如果没反应的步骤需要依赖循环项变换，查看是否有勾选使用循环，及循环列表

内有没有内容，循环列表没有内容的话就需要修改循环项 

 

 

图 13-1-2：单机采集时显示网页正在打开 

 

如果是点击元素尝试下在新标签中打开这个设置勾选和不勾选的效果没有什么

区别。有可能是该步骤的 Xpath 定位不对 

 

2、配置流程时发现设置中有 I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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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3：iframe网页采集 

 

Iframe 的出现并不一定会导致采集不到，但是因为很多设置等各种复杂的问题，

用提取出来的 Iframe 网址设置采集规则会简单很多，很多在制作规则单机运行时遇到

的问题只需要提取出 Iframe 网址就会全部解决，对于新手来说就是一个步骤解决了多

个问题。 

 

13.2 单机运行规则，马上显示采集完成 

这种一般是网页还没完全打开，八爪鱼采集器就开始执行采集步骤，但是网页内

并没有找到可执行的，找不到的时候，八爪鱼采集器系统就会判断，已经采集完了。 

这时要在打开网页的后一个步骤加执行前等待，目的是等要执行的元素出现了再

执行。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执行过程中突然出现采集完成，然后网页才加载出来。这种

情况需要在相应的步骤进行设置执行前等待，设置时长是根据网页加载的单机运行规

则，无法正常执行 

观察单机运行时， 规则走到哪一步没有按照预设的步骤执行，有几种可能。 

1.观察左上角是否有“正在打开”字样，有的话参考“配置流程时八爪鱼采集器

内置浏览器没有反应”的解决方法 

2.未正常执行那一步本身有问题，要修改有问题的那一步。 

3.因为上一步 AJAX 未设置导致八爪鱼采集器无法知道上一步是否执行完成，要

在上一步设置 AJAX,这种一般过 2 分钟会执行下面的步骤。 

 

13.3 单机运行规则，第一条或第一页数据正常，后面无法正常执行 

这种情况配置规则时是正常的，采集一开始也是正常的，采了几条或者采了几页

就采集完成了，或者后面数据的某些字段无法正常提取。这里会有几种情况导致 

1.如果页面需要滚动到中间或底部才会出现的数据，那么就要设置滚动页面，滚

动次数、每次间隔时间、滚动方式都需要设置，其中某些网页可能对直接滚动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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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设置没有反应，那么就需要改为向下滚动一屏，滚动次数和间隔时间都需要根据

自己的网页反应及自己需求调整，，打开网页和点击元素这两个步骤都有滚动页面的

设置，同样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滚动 5 次能把需要采集的内容展示出来就滚动 5

次，滚动 100 次才能看到需要采集的内容就滚动 100 次，如果需要 100 次只设置了滚

动 5 次自然也是会出现无法采集到的情况，不填写滚动次数将不会滚动。 

 

图 13-1-4：对网页设置滚动次数和方式 

 

2.这种要在配置规则里的循环列表点中无法采集的那一条，比如没采到第五条信

息，就点循环列表里的第五条,这里的循环列表是会展示当前页的所有循环项，要检查

那条数据就可以拖动右边的滚动条，选中要检查的项目，再执行循环内部的点击元素

或别的执行动作。 

 

图 13-1-5：循环列表信息 

 

执行之后的反应可以在下方的浏览器里反应出来，看看步骤有没有正常执行，点

击就看有没有点击的反应，提取数据就看有没有提到数据，没有正常的反应就是那个

步骤设置有问题，具体怎么修改就不细说了，请看相应教程。 

 

13.4 单机运行规则，某些字段没有采集到数据 

1.单机采集时观察要采集的字段是否出来得特别慢，或者在提取数据步骤设置一

下执行前等待，看是否能采集到，另外有时某些网站的防采集措施会将某些字段不显

示出来，可以尝试清理一下 cookie、更换 IP 或更换电脑，看那些字段是否会出现，出

现后才可以采集到。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个页面正常就是没有这字段，那也会采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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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现象 3 第 2 点中的方法，在编辑规则页面找到没有采集到数据那个页面，

看提取数据步骤中的那个字段是否有提取到数据，可以把页面网址在火狐打开，把八

爪鱼采集器里的 Xpath 放到火狐里去匹配一下，是否能匹配到数据，没有的话有可能

是该字段的 Xpath 不正确，或者是前面页面生成 Xpath 不适合这个页面，这两种情况

都需要重新写 Xpath，Xpath 具体怎么修改请参考官网或论坛的 Xpath 教程 

3.如果 Xpath 可以正常匹配到，就需要检查是否设置了格式化数据，特别是正则

提取，如果正则提取不到数据的话就会导致该字段为空，这时就需要修改正则 

 

13.5 单机运行规则，提示有重复数据 

需要观察重复的数据有什么规律，如果看不出来可以增加一些辅助字段观察，比

如有页码的可以增加一个采集页码的字段，如果每条数据前有编号可以增加一个采集

编号的字段，从增加的辅助字段观察重复采集哪一页到或者重复采集哪一条数据 

1.需要排查网页本身是否有重复数据，有些网站的数据不确定是因为网站本身没

做好还是想要看起来数据量大还是防采集考虑，他们本身就存在重复数据，有可能是

第一页那条数据，第七页也有那条数据，第十页又出现那条数据，或者比如从第 50

页以后的数据又跟第一页的数据或第 50 页的数据一样，那八爪鱼采集器采集就肯定与

网站一样，会有重复数据。 

2.需要排查是否是翻页循环有问题，一二页重复采集就看一二页翻页教程修改翻

页，一直循环采集最后一页就看翻页死循环教程等。 

3.如果观察到是第一页采集 1 次，第二页采集 2 次，第三页漏采，第四页采集 2

次，这种不定重复某些页面数据，一般是跟跟网站里的响应速度不确定有关，如果规

则里有设置 AJAX 的，建议加长 AJAX 时长。如果翻页没有设置 AJAX 的就在提取数

据步骤增加执行前等待时间。 

4.同一页重复采集同一条数据，首先观察循环列表循环的是否是需求的循环项，

不对的话就需要修改循环列表，再看循环内部的操作，需要根据循环项联动的步骤是

否勾选了使用当前循环，没有勾选的就会定位到同一个地方一直做同一个操作，还解

决不了就需要把循环列表和内部的操作步骤联合起来看，首先循环列表定位的范围必

须要比操作步骤定位的范围大（不明白范围大小的用户可以把循环列表或操作步骤的

Xpath 复制到火狐，会显示一个虚线框，这个虚线框就是定位的范围，范围越大虚线

框越大），另外操作步骤定位是否在循环列表的范围内，许多用户设置规则时没注意，

循环列表中自动定位的是第一个循环项，如果设置提取数据或点击元素时点的是第二

个循环项设置的，那么里面的操作就不会跟着循环列表变化，重复采集设置的那一条

数据。 

 

13.6 单机采集正常，云采集没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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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 IP 的原因 

阿里旗下的天猫淘宝详情页信息云采集基本都是没数据的，主要是因为阿里的防

采集措施比较严格，不适合使用云采集，建议用单机采集，封 IP 的话采集时可用代理

IP 功能，具体操作请看代理 IP 教程 

阿里旗下的网站，虽然防采集但是没那么严格，云采集根据规则会拆分任务，具

体怎么拆分任务，请看私有云及云采集加速原理教程及云采集规则优化加速案例。 

云采集的运行策略是尽量不在同一个云端，也就是不是一个 IP 运行同一个任务的

子节点，所以云采集会比单机采集多采到一些数据，但是当没有其余空闲节点的时候，

还是会在同一个 IP 一直跑，这时采到的数据就不太多。 

抓了一部分数据后抓不到数据了，或者云采集了几次后突然采不到数据了，都有

可能是封 IP 的情况。 

2. 云服务器带宽较小的原因 

因为云上带宽较小，影响的有打开网页时间一般会比本地打开网页的时间耗时更

长，当网页本地打开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话（例.国外网站或图片较多的网站），云

上也许就要更长的时间，一旦超时就会不打开跳过这一页数据，这时可以把打开网页

的高级选项里的超时时间改长些，就可以解决。 

还有网页打开后，数据是异步加载的，就是打开了网页数据没出来，也是因为带

宽较小的原因，加载数据的速度会比本地慢，而这时数据没加载好，八爪鱼采集器就

往下运行了，也会找不到要执行的动作导致采集不到数据，这种情况跟单机运行时马

上就执行完成的情况一样，如果是已经设了执行前等待的延长等待时间就能解决这个

问题。 

 

3. 设置了增量采集 

当规则设置了增量采集，正常情况下会根据详情页 URL 判断这个网址是否打开

过，打开过的网址不再打开。但是部分网站的网址原因，或者规则配置问题，会影响

采集效果，可以试一下如果不选增量采集就能采集到数据的话，就是这个网站或者这

个规则不适合增量采集，这时候就不要选增量采集了。 

 

13.7 特例 

1、无法循环翻页，先采集 URL，再采集详情信息 

例子：在采集下面网页中的各人物的相关信息，需要循环点击人物的姓名，进入

详情页。创建循环点击元素后，发现循环项为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主要是该网站

源代码的特殊结构不适合八爪鱼采集。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如果遇到，可以先采

集各人物详情页的 URL，然后用 URL 循环采集详情页信息。 



八爪鱼采集器·大数据 文档编号：BZY002 

272 
深圳视界 版权所有                                            

 

  

图 13-1-6：创建循环列表 

 

 

图 13-1-2：循环列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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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置流程异常，选择不对，导致流程错乱，所以即使手动执行是正确的，但

单机采集也会有问题。或者在制作规则的时候，对流程步骤多次删除改动也会出现，

建议重新制作一个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