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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web information mining i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tegration. Web 

crawler based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s a popular way of resource integrate in recent years. But, as the web technique developing and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sites update frequently, the limitations of web crawlers relied mining methods are becoming more obvious. By 

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this paper, a method of virtual machine based active interactive network information mining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and solved these problems. This system has been used in the National Modern Agriculture C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system in agriculture market information network services, and achieves an effectiv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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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信息智能挖掘是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的有效手段，基于网络爬虫的挖掘技术是近年来流行的整合方式之一，但随着

信息源站点频繁更新及 Web 技术的不断发展，单纯依赖爬虫的挖掘技术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本文通过充分的调研分析，提出了基于

虚拟机的交互式网络信息主动挖掘技术，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并且在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农业市场信息网联服务中得到初步应

用，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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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信息量大、面广而分散，农业人员难以快速、准

确、有效地获取农业信息，成为制约农业信息资源深入整

合应用的难点问题，运用网络信息挖掘技术，从各个农业

站点析取数据，汇聚到中央存储数据库服务系统，实现自

动、协同的资源整合建库与共享，可在一定程度解决上述

问题[1]。近年来，以网络爬虫为核心的网络信息智能挖掘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关键技术

集成与应用(2011BAD21B02)”和“国家农村信息专业服务平台开

发与应用(2013BAD15B04)” 项目 

技术是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的一种常用手段，可以在分析

DOM tree 结构的基础上，挖掘数据项的起始和结束标记区

间信息，建立信息源站点与目标数据库之间的映射关系，

通过网络爬虫逐项析取各项数据到中央数据库存储系统

中，实现网络信息资源自动汇聚[2-3]，但随着信息源站点

频繁更新，Web2.0、Web3.0、富客户端等技术发展，单纯

依赖爬虫的挖掘技术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维持持续稳定自

动化汇聚的维护量增加，迫切需要新型灵活的挖掘技术以

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3-10]。本文在充分调研分析农业网站

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虚拟机环境下交互式挖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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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信息的技术方法，即，基于数据项在网站中分布位置的

唯一性标识，定义数据项与目标数据库字段间的对应关系，

在虚拟机中建立数据动态汇聚的 Web 服务，自动将各站点

的数据整合到中央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有效地实现了上述

目标。 

2. 系统分析与设计 

通过网络信息挖掘技术进行数据资源整合的数据主要

来源于各省农业网站，这些网站采用的 Web 框架主要为基

于 html 标签语言和在 html 语言中嵌入富客户端控件（Flash

和 Slivelight) 两种，从数量上看前者比例占大多数，但后者

的比例在逐步上升，爬虫技术对于前者仍然适用，对后者

来说则不适用，但随着来源站点的更新换代，带来 html 标

签的噪声及无规律性信息在增加，因而爬虫挖掘方式的适

应性在显著降低。因此本文结合资源整合研究任务，分析

了近年来各农业网站站点 Web 语言规律，重新定义了来源

网站与目标数据库的数据映射关系为目标，找到一种通过

数据项位置的唯一性标识来建立映射关系的数据挖掘方

法，然后将这种网络信息主动挖掘技术按“基于标签(tag)的

数据项唯一性标识”和“基于图形识别(OCR)的数据项唯一

性标识”两种类型，设计不同的方法，实现数据按专题定向

汇聚入库、协同共享的资源“共建共享”目标。(图 1)。 

 

图1 网络信息主动挖掘技术总体框架 

2.1 网络信息主动挖掘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虚拟机系统、Oracle 数据库系统、数据汇聚

平台。部署在全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中心数据交换服务器

上，以外网方式基于 http 与各省农业站点互联互通，通过

amf协议与数据汇聚平台进行数据通讯，提供资源自动汇聚

Web Service 服务。 

2.2 虚拟机系统 

采用 VMware 虚拟机系统，部署在现代农业科技城数

据交换服务器上，在虚拟机里部署 Web 交互式数据解析系

统，按照数据项唯一性标识解析的数据通过 amf 协议，调

用数据汇聚平台的 Adobe Web Service 接口，实时存储到网

络服务中心的 Oracle 数据库系统中。 

2.3 数据库系统 

采用 Oracle 9i 数据库系统，部署在国家现代农业科技

城“全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中心”虚拟机所在的数据库服务

器上，在数据库中建立专门的数据汇聚用户、专题数据库

表、数据视图，通过数据汇聚平台上的 Adobe Web Service

提供各专题的汇聚接口，接受虚拟机中的交换系统从各省

农业站点中析取的数据资源。 

2.4 数据汇聚平台 

采用 Tomcat + LCDS (Live Cycle DataServices) 的方式

实现资源汇聚，在 Tomcat 6.0.14 中部署数据访问框架

LCDS，基于 AMF 连接协议为每个数据专题定义远程调用

的 Java 对象，速度和效率优于 HTTP 的文本模式，可实现

各农业站点数据的实时解析与远程快速整合入库。 

3. 网络信息主动挖掘相关技术 

本文设计的网络信息主动挖掘主要涉及交互式系统、

数据项唯一性标识、主动挖掘和数据汇聚等技术。 

3.1 交互式系统 

在虚拟机上部署交互式程序模块/插件与 IE 浏览器交

互，得到来源网站数据项的位置信息，供建立来源网站数

据项与数据中心目标数据库映射关系使用。对于本文设计

的基于图形的数据解析方式，交互式系统还需要提供来源

网站数据项及其所在文档的图形信息，保存在缓存文件夹

中，供主动挖掘程序使用。 

3.2 数据项唯一性标识 

通过交互式系统，得到数据项的位置信息，本文标识数

据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数据项所在 html 语言中的标

签及其在文档中出现顺序号来定位；另一种是根据网页内

容在终端计算机屏幕中的图形坐标位置，通过交互式插件，

获取数据项的左上角象素坐标及右下角象素坐标，来进行

唯一性标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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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动挖掘 

在虚拟机中，研发部署数据主动挖掘的 Java 程序，根

据数据项的唯一性标识将数据逐项挖掘出来：（1）标签（tag）

方式主动挖掘，从数据项唯一性标识映射模型中得到数据

项的标签类型及序号，从来源网站析取网页中将数据挖掘

出来；（2）图形方式主动挖掘，从数据项唯一性标识映射

模型中得到数据项的象素坐标及相关图形文件，以光学字

符识别（OCR）的方式，从交互式系统产生的来源网站镜

像图片中将数据挖掘出来。 

3.4 数据汇聚 

在虚拟机中的数据挖掘程序中，提供通过 Adobe AMF

协议调用数据汇聚平台专题数据存储服务的Web Service接

口的功能模块，实时将挖掘出数据汇聚到全国农业科技信

息服务中心数据库对应专题数据库中。 

4. 网络信息主动挖掘技术实现 

最后，本文采用 JavaEE 技术，基于 Adobe LCDS(Live 

Cycle Data Services)技术框架，采用 Tomcat 6.0.14 作为数据

汇聚平台的 Web 服务器，对农业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行编目，

建立每个数据专题的元数据描述信息和 Adobe Web Service

数据服务，通过虚拟机中交互式数据挖掘系统，整合各省

主要农业网站的信息资源，面向全国共享应用。 

为详细阐述网络信息主动挖掘技术实现过程，下面以

农产品市场行情为例，详细介绍各环节的技术实现流程： 

4.1 数据项位置唯一性标识方法 

以农产品市场行情为例，在数据汇聚平台的数据库

中，为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定义了其数据结构： 

表 1 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数据库数据结构 

字段名称 字段别名 字段类型 

KJC_PRICE_ID 序号 NUMBER(10) 

NAME 农产品名称 VARCHAR2(255) 

LOW_PRICE 最低价格 NUMBER(10,2) 

MID_PRICE 中间价格 NUMBER(10,2) 

HIGHT_PRICE 最高价格 NUMBER(10,2) 

SPEC 规格 VARCHAR2(255) 

UNIT 单位 VARCHAR2(255) 

TIMES 发布时间 DATE 

ORIGIN URL来源 VARCHAR2(255) 

CREATTIME 汇聚时间 DATE 

NETNAME 来源网站 VARCHAR2(255) 

按本文设计原理，通过交互式系统，获得在来源网站

中该专题来源网站中数据项唯一标识如下： 

表 2 数据项位置唯一性标识方法 

数据项 
定位 

方法 

标识

(tag/ocr) 
位置 备注 

产品名称 标签 td 9+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最低价格 标签 td 10+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中间价格 标签 td 11+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最高价格 标签 td 12+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规格 标签 td 13+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单位 标签 td 14+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发布日期 标签 td 15+i*8 i 为整数从 0 开始递增 

如上表所示，各农产品的名称可以从来源网站 html 中

第（9+i*8）个<td>标签中包含的内容中得到，相应的“最低

价格”可以从第（10+i*8）个<td>标签中包含的内容中得到，

由于加上了序号，标签中内容具有了唯一性，依此，各农

产品的市场信息都可以根据上述标识方法得到。以图形方

式建立唯一性标识的流程和方法与标签方式类似，只是标

识类型为 pixel(象素)，位置是数据项左上角坐标和右下角

坐标形成的区域。 

4.2 专题数据模型 

在数据汇聚平台中，为“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数据库

定义了以下数据模型（图 1-3）： 

 

图 2 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数据对象模型 

 

图 3 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数据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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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数据服务适配模型 

其中，图 2 为“农产品市场行情”专题数据库的 Java 对象

模型，模型中的属性与数据库字段一一对应，模型中方法

负责根据输入输出参数维护数据库字段值；图 3 为农产品

市场行情专题数据服务模型，在 Adobe LCDS(Live Cycle 

Data Services)数据访问框架中对外提供 Web Service 服务，

本质上会调用图 2 所述的 Java 对象模型；图 4 为农产品市

场行情专题数据服务适配模型，将前面两个模型对应的

Java 类安装在 LCDS 中需要用到。 

4.3 数据析取 

完成上述步骤技术实现后，在虚拟机中研发数据析取

程序，对内接受交互式系统挖掘的数据，对外与数据汇聚

平台连通，将数据传送到数据中心，核心业务逻辑如下（Java

伪代码方式表示）： 

 

图 5 数据析取业务逻辑 

4.4 数据挖掘及资源汇聚效果 

在资源汇聚平台中，将 LCDS 包部署为 Tomcat 6.0.14

的一个 Web application，名称为 lcds-sample，在其下面的

WEB-INF 中的“remoting-config.xml”文件中配置以下信息： 

    <destination id="kjcmarketprice"> 

        <properties>       

<source>flex.samples.sysmarketprice.KjcmarketpriceService<

/source> 

        </propertie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id="kjcmarketpriceService"> 

        <properties>     

<source>flex.samples.sysmarketprice.KjcmarketpriceService<

/source> 

        </properties> 

    </destination> 

将农产品市场行情数据对象模型、数据服务模型和数

据服务适配模型对应的 Java 类安装在汇聚平台中，通过

AMF协议实时响应虚拟机中交互式挖掘系统的数据析取汇

聚操作，在平台中对汇聚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应用分析，研

发为农产品市场行情服务系统，对外提供服务： 

 

图 6 基于网络数据主动挖掘方式的资源整合应用效果 

本文通过上述一整套完整的技术流程，即可完成每个

农业专题的数据析取与建库，实现资源自动汇聚的目标。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为研究背景，研究了在虚

拟机中建立 Web 数据析取交互机制的网络信息主动挖

掘技术，提出了按数据项位置唯一性进行交互式挖掘的

方法，将来自全国各农业网站的数据资源，向全国科技

网络服务中心汇聚，建立农业生产、农业产业和农村综

合信息服务等类别的专题数据库，对外共享服务，为农

业信息资源整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本文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研究成果： 

(1) 分析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网络信息挖掘技术难

题，提出了以虚拟交互式析取为载体，以数据项位置唯

一性标识为基础，构建农业网络信息挖掘资源汇聚平台

的技术框架，初步研究了交互式系统、数据项唯一性标

识、主动挖掘和分布式异构数据自动汇聚的技术方法，

克服了传统网络信息挖掘的技术缺陷，解决了农业信息

资源的高效汇聚的技术难题。 

(2) 构建了 Tomcat + LCDS(Live Cycle DataServices)

的资源汇聚平台，提出了在 VMware 虚拟机环境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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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数据交互式析取系统的技术方法，基于 Adobe 二进

制 Web Service 技术，研发集成了实用的资源汇聚服务

总线及资源应用服务系统，为资源整合的深入应用提供

了高效的技术支撑。 

(3) 通过本文设计的资源汇聚平台，在国农现代农

业科技城从 8 个主要省市整合了农业生产、农业产业和

农村综合信息服务 3 大类别 30 个专题的农业信息资源，

通过软件服务平台和信息门户向全国应用辐射，取得了

较广泛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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