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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Data Types and Sources 数据模型

Data Collection 数据采集

Data Preprocessing 数据预处理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数据探索性分析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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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无刻产生数据，获得数据的方式多种多样

测量

网页

传统媒体
数据库 监控



数据采集
数据的分类

结构化数据

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



数据采集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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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检索
公开数据     
批量数据获取
网络爬虫
WEB API

数据筛选



数据采集：数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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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最灵活的数据获取方式就是依靠检索
学会使用搜索引擎
百度：适合于搜索中文信息
Google：更适合搜索英文信息



数据采集：数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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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最灵活的数据获取方式就是依靠检索
学会使用搜索引擎
Google Dataset Search  (Google 数据集搜索)
网址： https://toolbox.google.com/datasetsearch

支持中文搜索，但
中国大陆的用户想
要使用需要 “梯子”



数据采集：数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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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最灵活的数据获取方式就是依靠检索
学会使用搜索引擎
Google Dataset Search  (Google 数据集搜索)
网址： https://toolbox.google.com/datasetsearch



数据采集：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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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常见公开数据渠道
国家相关部门统计信息
中国国家统计局

代表性公开数据集
1400万的图像数据

• http://www.image-net.org/
Amazon从2008年开始就为开发者提供几十TB的开发数据

• http://aws.amazon.com/datasets
YouTube视频的统计与社交网络数据

• http://netsg.cs.sfu.ca/youtubedata/ 



数据采集：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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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公开数据集
用户评分MovieLens：https://grouplens.org/datasets/movielens/
文本数据-头条： https://github.com/aceimnorstuvwxz/toutiao-

text- classfication-dataset
金融数据-股票： https://github.com/asxinyu/Stock
网络数据-Large scale network：https://snap.stanford.edu/data/
教育数据:                                                                                                  

 ASSISTmentsData-学业: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ssistmentsdata/home/  
BASEGroup: https://github.com/bigdata-ustc/EduData
阿里天池数据-数据平台： https://tianchi.aliyun.com/dataset/           

 公开大数据竞赛的数据： KDDCup ，NeurIPS Challenge



数据采集：批量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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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数据的获取难以手动实现， 需借助爬虫程序
也有可能通过交易(购买)“数据”而得

网络爬虫是一个自动在网上抓取数据的程序
爬虫本质上就是下载特定网站网页的HTML/JSON/XML数据 ，

并对数据进行解析、提取与存储
通常先定义一组入口URL，根据页面中的其他URL ，深度优先

或广度优先的遍历访问，逐一抓取数据

11/10/2021



数据采集：网络爬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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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爬虫是什么？
网络爬虫(又被称为网页蜘蛛，网络机器人，网页追逐者)，是一

种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的抓取万维网信息的程序或者脚本。
• 请求网站并提取数据的自动化程序

爬虫的行为可以划分为： 载入、解析、存储，最复杂的部分为
载入

解析内容
提取数据-类型多样

获得数据
存储数据-类型多样



数据采集：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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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网页示例
网站数据主要依托于网页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展示
用户Request服务器，服务器response信息(html等)

发起请求(Request)

浏览器解析

展示数据
获得响应(Response)                       
网页数据

存储数据



网络爬虫：载入
载入：将目标网站数据下载到本地
爬虫程序向服务器发送网络请求 Request，获取相应的

网页
• 网站常用网络协议：http ，https
• 数据常用请求方式：get ，post

• get：参数常放置在URL中
• http://www.adc.com?p=1&q=2&r=3，
• 问号后为参数

• post：参数常放置在一个表单中(报文头(header))
• 在向目标URL发送请求时， 将参数放置在一个网络请求的报文头

中
• 更安全



网络爬虫：载入
载入：将目标网站数据下载到本地

• 数据常用请求方式：get ，post
• get：参数常放置在URL中

• http://www.adc.com?p=1&q=2&r=3，问号后为参数
• 例如， https://www.baidu.com/s?wd=图片

请求头



网络爬虫：载入
载入：将目标网站数据下载到本地

• 数据常用请求方式：get ，post
• post：参数常放置在一个表单中

• 在向目标URL发送请求时，将参数放置在一个网络请求的报文头
中

• 相比于Get，多了Form Data部分(请求体)
• 更安全：登录操作常用(不会放在URL后面)

请求体



网络爬虫：载入
实际操作：抓取一个静态网页步骤
首先确定URL，例如： http://www.baidu.com
其次确定请求的方式以及相关参数：

• 直接用浏览器实现： chrome, firefox浏览器抓包工具，详见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c343ff703fee20d377963e7.html

• 或者抓包工具： charles等，详见
http://blog.csdn.net/jiangwei0910410003/article/details/41620363/

最后在代码中按照特定的请求方式(get ，post)向URL发送参数，
即可收到网页的结果



网络爬虫：载入
但部分页面的数据是动态加载的
Ajax异步请求

• 网页中的部分数据需要浏览器渲染 (JavaScript调用接口获取数据)
• 用户的某些点击、下拉的操作触发才能获得
• 解决方案：

• 借助抓包工具，分析Ajax某次操作所触发的请求，通过代码实现相应的请求
• 有技术难度，但抓取速度快。

• 利用智能化的工具： selenium webdriver
• 用程序控制驱动浏览器，模拟浏览器
• 可以模拟实现人的所有操作
•  操作简单，但是速度慢

•  因为爬虫需要启动浏览器，浏览器需要渲染页面， 所以速度比较慢
• 其他： Splash ，Pyv8等



网络爬虫：载入
反爬虫：随着网络爬虫对目标网站访问频率的加大，
网站禁止爬虫程序继续访问Ajax异步请求
常见反爬手段：

• 出现用户登录界面，需要验证码
• 禁止某个固定帐号或ip一段时间内访问网站
• 更有甚者，直接返回错误的无用数据

  应对措施：
• 优化爬虫程序，尽量减少访问次数， 尽量不抓取重复内容
• 使用多个cookie  (网站用来识别用户的手段，每个用户登录会 生成一个

cookie)
• 使用多个ip  (可以用代理实现)



网络爬虫：解析
解析：在载入的结果中抽取特定的数据，载入的结
果 主要分成三类html 、json 、xml
html

• Python工具包： beautifulSoup等

json
• Python工具包： json 、demjson等

Xml
• Python工具包： xml 、libxml2等



网络爬虫：解析(对比JSON与XML)

载

入

解    
析

{
"name": "中国",
"province": [{
"name": "黑龙江",
"cities": {
"city": ["哈尔滨", "大庆"]          }

},
{
"name": "广东",
"cities": {
"city": ["广州", "深圳", "珠海"]

}
},

对象，成员：键值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untry>
<name>中国</name>
<province>
<name>黑龙江</name>
<cities>
<city>哈尔滨</city>
<city>大庆</city>

</cities>
</province>
<province>
<name>广东</name>
<cities>
<city>广州</city>
<city>深圳</city>
<city>珠海</city>

</cities>
</province>

</country>
.........



网络爬虫：解析(对比JSON与XML)
可读性

 Json简洁， XML规范， xml比较好

可扩展性
均很好

数据体积
 Json数据量少，传输快。 Xml数据量大， 传输慢

编码解码
 Json容易， xml复杂(树结构，父子节点)

数据描述
Xml数据描述更好

数据交互
 Json与JavaScript交互更方便，易于解析。 XML更适合跨平台共享



网络爬虫：抓取微博评论

抓包工具 
获取请求



网络爬虫：抓取微博评论

用户id     时间         内容

陈赫 08- 18 天霸

邓超 08- 18 我们都很好，谢谢大家

邓超 08- 18 我也不知道

贼亮zl 08- 17 迪丽热巴

… … … … … …

解析出需要 
的字段

获得评论的json格式



网络爬虫：现有技术

基于Python的工具
Scrapy                        

Beautiful-soup

现有的爬虫框架很成熟，能够合理的控制爬取的
过程，并有效的 处理爬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异
常，推荐使用Scrapy



网络爬虫：注意事项
注意网站规定

注意法律规定

202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

注意数据使用规范



Web API

外部数据
Web API



数据读取-Python
从CSV文件读取数据

CSV的全称是Comma-separated values，是一种用逗号分隔的方式来表示与存储表格数据的
文件格式

使用Python Pandas读取CSV文件



数据读取-Python
从JSON文件读取数据
JSON是一种存储嵌套数据的文件格式（类似Python中的List, 

Dict）

employee.json的内容



数据采集——python
读取网页数据
requests库



数据采集——python
读取网页数据：中文网页
requests库



数据采集
读取网页数据：中文网页
String的split
切割新闻主体内容

切割以后的结果



数据采集——python
读取网页数据：中文网页
String的replace
去除无关html标记<p></p>



数据采集
从html网页解析（Parsing）内容
可以选用如下python库

• 正则表达式解析 re
• Beautiful Soup (https://www.crummy.com/software/BeautifulSoup/)
• lxml (http://lxml.de/)



数据采集——python
读取网页数据：中文网页
正则表达式
去除无关html标记<img>



数据采集
获取html网页以后
可以从文本数据中抽取结构化信息

For years, Microsoft 
Corporation CEO Bill Gates 
was against open source. But 
today he appears to have 
changed his mind. "We can be 
open source. We love the 
concept of shared source," 
said Bill Veghte, a Microsoft VP. 
"That's a super-important shift 
for us in terms of code 
access.“

Richard Stallman, founder of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countered saying…

Name              Title   Organization
Bill Gates        CEO      Microsoft
Bill Veghte       VP       Microsoft
Richard Stallman  Founder  Free Soft..

 PEOPLE

 Select  Name
 From   PEOPLE
 Where Organization = ‘Microsoft’

Bill Gates
Bill Veghte



数据采集
从关系数据库获取数据
以MySQL数据库为例

• 创建连接

• 写SQL语句

• 执行SQL语句

• 解析结果
• 关闭连接

https://dev.mysql.com/doc/connector-python/en/connector-python-exampl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