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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浪微博的社交网络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系统设计与实现

摘 要

近年来，社交网络服务（SNS）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而迅猛
发展，无论是推特、脸谱等国外社交网络站点，还是本土社交网络品

牌新浪微博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普通人的网络生活与现实生活。在政

治、经济、商业等各个领域，研究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方式、分析社

交网络如何与现实世界相互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国外学术机构、政

府部门、商业公司早在 09年即开始了相关领域的技术理论研究，开发
实现了用于该目的的定制化系统。

本文重点描述了如何设计与实现一套基于新浪微博的社交网络数

据分析与可视化系统，目的在于尝试为中小型组织机构定制符合其自

身业务特点的定制化数据分析工具。利用当前热门的大数据概念及与

其匹配的系列实现技术，能够实现社交网络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

利用图论、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算法能够实现数据潜在价值的进一

步挖掘；利用 html5等各类先进的前端展示技术能够实现将分析统计
的结果数据通过易理解的直观方式呈现。

通过系统的实际部署应用和相关测试，验证了系统达到了预期的

功能性能需求，具备较高的可用性以开展数据分析相关工作。同时，

系统对于业务功能的变更具备可维护性，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及时调整。

此外系统运营成本低，为中小型组织机构开展数据分析工作提供了良

好支持。

关键词：社交网络，微博，数据分析，设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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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 IMPLEMENTING SOCIALNETWORK
DATA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SYSTEM BASED

ON SINAWEIB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has been booming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Twitter, Facebook,
and local SNS brand Weibo are changing ordinary people’s daily life.In
area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on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helping people find
out how social network interact with the real world. Academic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ommercial firms started theoretical study in
2009, many analysis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since the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uild a social network data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systems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organizations,heavily
describes how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is system.Using the current
popular concept “big data” and its matching technology,we can achieve
social network data collection, storage, analysis;using graph theory,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lgorithms, we can further tap the potential value of
the data;using html5 and other types of advanced front-end display
technology enable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Through the deployment of application and related tests,we ensure
that the system has achieved the expected function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has a high usability to carry out data analysis work.The
system also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nd its
maintenance is easy and cheap.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micro-blog, data analysi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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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背景

社交网络是基于六度分隔理论[1]提出的新型网络应用形式。新浪微博作为国内

常用的该形式网络产品，正慢慢改变国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它不仅包含单个用

户的用户生成内容及用户属性，更包括用户间的相互关注关系，可以说这更像是

一种现实社会在虚拟网络世界中的映射侧面[2]。同时，新浪微博中用户关系并非

是静态的、片面的，而是不断地随着消息的流转而动态发生改变。这些消息的流

转、用户关系的动态变化，又能对现实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反作用力。因此，通

过对该网络平台相关用户生成数据、社会关系数据灯进行采集分析，将虚拟的网

络世界中的相关活动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进行呈现，发现消息流转的轨迹途径[3]，

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交网络的内涵，掌握其中隐含的客观规律，更能够

利用这些客观规律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商业价值。

1.2 课题研究现状

自社交网络问世以来，无论是推特、脸谱等国外社交网络站点，还是本土社

交网络品牌新浪微博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普通人的网络生活与现实生活。从国际

社会中的“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到国内社会中的“微博打拐”、“微博反腐”

等事件，社交网络服务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国外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商业公

司早在09年即开始了相关领域的技术理论研究，实现了大量可行的数据分析系统。
此后，随着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技术的发展普及，大量相关技术标准协议、

基础框架、开源软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表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社

交网络数据分析及可视化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热门趋势。同时，对该领域产生的需

求也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之中，使得人们对社交网

络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提高。

1.2.1 学术领域现状

社交网络服务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属性，能够将现实世界中各类联系映射到网

络虚拟世界，并通过数据这个客观的形式进行体现，同时它还能够使得任何人成

为一个发声的媒体，产生代表其情绪、观点的大量用户内容数据。当社交网络中

即存在主观性的语义情感类内容数据，又存在客观性的用户关系数据时，这使得

我们对社交网络数据的认识更加深入，催生出大量据分析方式和方法。大量事实

证明，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去认识、挖掘社交网络数据，就能发现现实世界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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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发现的独特内容。

通过广泛搜集社交网络媒体产生的大量数据，并进行严谨的处理分析，能够

有助于对社会整体观点、情绪进行掌控。例如，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曾经尝

试对社交媒体数据进行自然语言处理，从而发现用户群体的倾向与观点。无独有

偶，这样的分析在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也同样出现，分析机构通过对各类社交媒

体中总统大选相关内容进行采集分析，预测了美国各个洲的竞选投票情况。事实

证明，这样的分析对各类重大事件预测、回顾，人群倾向掌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此外，对社交网络中图结构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每个个体在社会

关系中所发挥的影响作用，更好的发现高度内聚的人群并对群体进行进一步的分

析。国外社交网络分析及服务组织 orgnet[4]曾发布了一篇论文，阐述了在一群黑帮
犯罪分子群体中，如何通过社交网络的图结构对每个罪犯在组织中的角色进行识

别，对每个不同个体的活动能量进行评估。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警方及时确定扮

演首脑角色、具备最大活动能量的高危分子，及早进行打击处置，预防重大恶性

事件的发生。同时，通过进一步评估，帮助警方以最小的代价成功瓦解了该犯罪

群体的组织。密歇根大学兰达尔实验室曾就通过社交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结构发现

和识别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适当有效的计算方式对图数据进

行处理，帮助发现社交网络中高度内聚的团体组织，以使得我们对复杂网络中个

体与个体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掌握。

由此我们发现，通过大量不同方式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社

交网络数据背后隐藏的价值。创新性的、有效的数据处理分析方式的提出，对于

人们认识社交网络、认识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1.2.2 商业领域现状

从国外商业公司对社交网络数据分析的理解与发展轨迹来看，数据分析的方

式越来越深入复杂，更多用户数据背后的金矿被发现。klout[5]是一个网络数据分
析网站，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用户的 twitter、facebook、linkedin、foursquare等
所有社交网络账户进行内容采集来开展分析，以确定该用户的影响力程度、日常

关注领域、受其影响最大的其他用户等信息。此外，该网站将一些用户行为活动

作为任务勋章，例如状态被转发1000次、粉丝数超过100等，一旦用户满足这些任
务要求，即可获得相应勋章并在好友圈内分享。从网站的交互形式来看，已经具

备了对用户产生数据进行客观搜集分析及语义分析的功能，同时兼具了社交网络

的互动传播性，因此网站一上线就获得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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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 klout具备了初步的数据搜集分析的功能，但难以产生较高的商业
价值，特别是无法按照特定领域发现定位该领域的权威及意见领袖。类似的社交

网络数据分析站点 PeerIndex[6]很好的补充了这一不足，它将用户的社交影响力按

照不同的商业领域进行划分，同时通过对各领域不同话题的数据分析监控帮助定

位特定商业领域中的意见领袖，从而为商业公司的广告投放、品牌口碑监控等活

动提供了数据参考。据报道显示，大西洋唱片公司、企鹅图书出集团、西班牙电

信运营商 O2等都使用了该公司的数据分析服务，而网站开发公司也从中获取了大
量的经济效益。至此，人们已经发现社交网络的数据分析具备了很好的商业价值

和经济利益。

从商业角度来看，虽然 PeerIndex的数据分析模式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商业价值，
但其数据源主要通过用户主动提交产生，并不是对社交网络全量数据的分析。同

时，twitter等社交网站将其用户产生数据视为稀有资源并不会对商业数据分析公
司完全开放。以 twitter为例，其官方 API返回的数据量仅为真实数据量的15%，
获取全量数据则需要支付高昂的接口使用费用。2013年12月4日，苹果公司斥资2
亿美元收购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公司 Topsy，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对 twitter相关数据
进行采集分析，并拥有 twitter自上线以来的所有数据。分析认为，其独有的数据
资源正是苹果重金收购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支撑技术日益

成熟的今天，独有的数据资源已经成为新的金矿。

1.3 课题简介

对于中小型组织而言，在现实情况中很可能无法掌握充足的资源开展相关工

作。例如，在数据分析处理过程上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及可行的处理手段，在数

据资源获取上缺乏高价值社交网络数据资源的获取能力。根据中小型组织业务需

求为其建设高可用性的社交网络数据分析工具，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一个系统开发者的角度，尝试开发一套基于新浪微博的专为中小型组

织服务的应用系统，对社交网络中的消息流转轨迹、用户群体动态关系变化进行

数据提取、分析与挖掘，通过各种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成果展示技

术，重现微博热点事件的扩散过程，对社交网络中一些用户关注的局部网络属性

关系进行抽象呈现,对用户之间的联系形成的复杂网络[7]开展分析。利用这些信息

的潜在价值帮助用户理解所关注领域、群体的动态发展关系，分析局部关系网络

中的关键性节点。这样通过社交网络分析[8]来进行数据潜在价值的获取，不论是

对于网络热点事件的事后分析，还是对于用户定制化的广告推广营销，都具有很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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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文的组织和工作

本文将在第二章通过需求分析的方式对将要设计实现的系统进行描述，明确

系统的相关特性及功能、性能需求，对系统相关用例[9]进行描述。在第三章中，

我们着重介绍与本系统设计实现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相关技术，包括图论中对

图节点点度中心、中介中心[10]、接近中心[11]等概念的定义，同时对系统整体架构

进行介绍，对每个模块主要负责的功能进行明确。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从更细的

粒度上描述系统的设计实现细节，从每个模块的功能设计实现到不同模块间的交

互接口，同时对于系统中一些功能难点，通过代码级的剖析来进行详细的表述。

在第五章中，我们将系统部署于实际工作环境中，观察系统运行的真实状态，对

系统运行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深入监控，发现可优化的瓶劲环节。最后，我们还

会对系统相关数据分析功能的使用进行探讨，研究这些功能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

作用，同时对系统的后续发展完善及进一步优化做出探讨，在未来的时间内对本

系统不断进行优化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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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分析

2.1 综合描述

为实现对新浪微博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数据内容开展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挖掘，

需要开发一套系统帮助使用者便捷高效地完成各项数据分析工作。同时，系统应

该在可用性、健壮性、性能上达到良好的标准，确保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价值

与作用。

2.1.1 系统概况

基于新浪微博的社交网络分析与可视化系统是一套自主设计与开发的计算机

网络系统。它的设计主要用途是对新浪微博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消息传播与用户群

体进行定制化的分析，为企业组织研判广告推广营销实际效果，发现网络热点事

件背后的深度数据提供便捷有效的分析工具。从产品市场定位来说，目前已经部

署上线的“知微”、“孔明社交”等商用新浪微博数据分析平台是本系统参照和

改进的主要原型，本系统将借鉴其具备高实用价值的相关功能设计特点，并加以

优化改进，从而具备了较高的实用性和市场价值。

本系统主要功能是帮助用户掌握新浪微博社交网络平台中特定事件、内容的

网络传播与关注度情况，为其相关决策部署提供深度数据资料作为参考。系统主

要通过对指定微博的传播轨迹、参与人群等相关数据属性进行自动化分析，来实

现相关的功能需求。本系统的数据分析与挖掘从数据量的范畴上来说，是对局部

重点数据的处理，由于数据接口、处理能力等相关因素的限制，系统目前不能够

用于对新浪微博社交网络平台的全量数据采集分析。

2.1.2 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被设计计划部署于互联网环境中，通过WEB方式运行并提供服务。系统
可以被部署在用于提供WEB服务任何节点中，通过 websphere、jboss、tomcat等
J2EE容器运行 java版本的WEB服务，后台数据库为 mysql，版本号为5.5.40以上。
系统需要适当的 CPU、磁盘存储、网络带宽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

2.1.3 系统需求设计的假设与约束

由于系统需要对新浪微博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因此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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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作为网站应用接入新浪微博开放平台中。同时，由于有针对新浪微博社交

网络平台开展数据分析需求的用户大多均为新浪微博使用者，系统默认使用新浪

微博账户作为用户身份的验证方式。系统用户需要通过其新浪微博账户登录操作

本系统，以完成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

2.2 系统功能需求

2.2.1 系统与新浪微博的结合

新浪微博平台包括了大量用户注册时填写的用户属性信息以及用户在微博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内容信息。用户产生的内容信息以单条微博为单位实体的形式存

在，包括用户发表的微博内容、发布时间，其他用户的评论内容、评论时间、转

发内容、转发时间等信息。对于用户关注的微博数据，系统以单条微博为单位实

体，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用户可以挑选出关注的微博，将这些微博的 ID输入系
统，用以指定关注的数据区域。

2.2.2 数据采集功能

系统负责对用户关注内容进行正确的采集。采集后的数据应该被转化为格式

化的规整数据，以简化后期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数据清洗过程。

2.2.3 数据分析挖掘功能

在数据分析挖掘的过程中，需要在不同维度层面进行操作。首先，需要在用

户性别、地域、年龄等属性上进行数据统计分类，对用户注册时提交的属性信息

进行梳理。同时，对用户提交的微博内容、评论内容等文本内容进行语义分析、

情感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自动化地统计挖掘用户生成内容背后的用户倾向与态

度。此外，对微博的传播轨迹、用户关注度进行统计分析，在时间维度上分析用

户关注热度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判定消息内容的发展趋势，将微博的传播轨迹进行

还原以获取微博内容的曝光量。

2.2.4 数据展示与可视化功能

数据展示与可视化功能提供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接口，用户可以通过交互

界面输入其关注的特定微博，以供系统进行后期的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将分析

获得内容通过各类图表的形式进行展现。这些图表包括描述微博转发转播路径的

点线图、描述微博关注热度的 K线图、描述微博参与用户树形分类的饼图、基于
地域对用户进行统计的地域分布图等。系统需要能够根据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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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动态生成形式多样的各类图表，在交互界面中进行展现。

2.3 系统性能需求

2.3.1 系统可用性

系统需要通过互联网对新浪微博设计平台应用数据进行实时采集获取，因此

需要部署在性能稳定的联网环境中。由于系统对读写、计算性能需求较高，部署

在高 IO、高 CPU性能的平台中能够更好的保证系统的性能表现。系统本身的软
件及硬件条件应保证系统能够7*24小时运作，可用性达到99%以上，系统吞吐量
能够同时支持100个客户端同时开展数据分析工作。

对于数据分析挖掘系统而言，数据采集过程中数据的全量正确采集是系统功

能正确可用的基础保证。系统需要保证对用户关注的单条微博数据的全量正确采

集，包括内容数据、参与用户数据、转发时间顺序等。系统设计最大能够完成转

发量达到十万级别的热点微博的数据分析功能。

在分析算法模块、数据展示功能界面等功能正确实现的前提下，保证系统模

块间通过抽象的低耦合的数据读取接口进行正确的配合。在系统内部运行过程中

出现异常错误时，建立良好的异常捕获处理机制[12]，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健壮性，

实现对用户友好的错误提示。系统正确运行数据分析流程的比例应该在95%以上，
能够自动排出常见的异常干扰数据。

2.3.2 系统响应时间

用户在输入关注的特点内容后，等待系统对相关数据开展实时地采集处理。

在数据采集处理过程中，系统需要巨大的磁盘读写、CPU计算资源的开销。系统
需要通过对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处理过程的优化提升其运行效率，保证在较短的

可容忍的时间内将数据挖掘分析结果反馈至用户界面。同时，系统界面应该提供

良好的用户交互体验，动态地展现系统运行进度，保证用户耐心等待系统完成完

整的数据采集、分析、展现过程。对于用户操作，系统应该在5秒以内完成响应动
作；在需要用户等待的情况下，通过进度条、实时状态回显等方式保证用户较好

的使用体验。

2.3.3 应用安全性

在联网环境中运行的系统应该对应用安全性具有很高的要求，对用户的输入

应该进行合法性判断，过滤消除可能发生的用户恶意输入，对网络中常见的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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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攻击[13]、SQL注入攻击等行为进行事先防范与过滤。同时，在系统实现过程
中，注重权限配置、代码安全审计、日志审计[14]等要素，防止系统存在应用安全

漏洞危及用户及系统安全。

2.4 系统用例说明

系统用例如下图所示，系统用户主要使用本系统相关功能开展工作；系统管

理员负责对系统进行正确的配置与维护，保证系统的顺利运行，其用例主要在于

系统的相关配置、维护流程。

图 2-1系统用例图
Fig.2-1 system use case diagram

2.4.1 用户用例

在用户浏览微博内容的过程中，往往对于某些特定事件、特定内容相关的微

博产生兴趣，希望了解参与该条微博的相关用户情况、微博转发流转轨迹、当前

微博热度等情况。在需要对某一条特定的微博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时，用户可

以登录系统将微博相关链接输入本系统，系统将会自动按照分析流程为用户提供

分析成果。用户使用本系统的步骤包括登录系统、输入链接、查看结果三个用例。

登录系统：用户通过访问本系统部署的网络服务地址进行系统的登录使用，

本系统通过将用户的登录请求重定向至新浪微博官方的登录系统来实现用户身份

的判定。通过新浪微博提供的用户登录接口，减少了系统新用户注册等流程，降

低系统的使用门槛，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

输入链接：用户在对某条特定微博产生兴趣，希望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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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击微博左下角的时间，进入该条微博的 URL链接地址。通过将该条微博地址
输入系统完成相关数据的分析任务。用户通过简单的获取 URL地址、输入系统两
步操作就能实现与系统的互动，并通过系统的自动化数据分析流程帮助其完成数

据分析工作。这样的分析方式即无需用户具备数据分析专业知识储备，又省去了

大量繁琐的人工数据处理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与便捷性。

查看结果：在系统完成分析后，会将分析得出的传播结果通过“微博转发关

系图”来进行显示，可以方便用户直观地对微博传播方式进行了解掌握。此外，

系统会按照时间顺序对微博的单位时间内转发次数进行统计，通过柱状图、点线

图的方式展示微博热度的变化情况。同时，系统还会对参与本条微博传播的用户

特征进行分析，包括贡献度较高的重点用户、用户分布地域、认证比例、性别比

例、转发层数等分析。除此以外，根据不同的业务功能与需求特点，系统能够对

分析结果进行快速调整，添加新的分析功能或调整相关数据分析方式方法，以业

务为核心展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

2.4.2 系统管理员用例

系统管理员需要掌握系统的当前运行情况，在发现系统出错时迅速定位错误

并进行修复。系统管理员与系统的交互过程被抽象为系统状态查看、爬虫配置两

个用例。

系统状态查看：在系统管理员对系统运行情况的日常监控过程中，系统应该

将目前的运行情况通过界面提供给系统管理员。需要提供的相关数据包括系统用

户信息、系统爬虫工作状态、系统运行日志等。通过这些数据，系统管理员能够

掌握当前系统是否处于正确运行的状态，一旦出现问题，能够迅速定位并进行排

除。同时，通过对系统用户信息的查看与设置，能够有效对系统用户进行管控，

以防止出现系统用户恶意使用系统的风险。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系统应该对数据

采集节点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并在系统状态中进行展现，由于网络可能存在的不

稳定性，数据采集工作往往是系统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健壮性要求最高的工作

流程，要求对系统状态进行严密监控。

爬虫配置：由于部分数据采集功能依赖于爬虫进行，系统管理员需要在部署

系统初期对爬虫进行相关设置，以保证数据爬取功能的有效性。系统管理员需要

通过系统维护分布式爬虫采集节点 IP地址列表，同时为采集节点使用的 cookie[15]

建立相关资源池，以供采集节点使用。此外，系统管理员需要远程控制采集节点

的运行，包括运行、停止、重启采集节点，确保数据采集过程的正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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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章小结

通过本章的阐述，我们对系统的综合情况、功能性能需求有了初步的了解，

同时对于系统相关运行环境需求，以及系统参与者与系统的互动过程有了大体的

认知。由于该系统依赖于新浪微博，因此具有一定的约束与依赖假设，相关内容

在本章中也进行了简要介绍。系统需求分析是后续设计实现的基础，为后续章节

的工作绘制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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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设计

3.1 系统概要设计

本文中尝试开发的是一套基于新浪微博的数据采集、挖掘、展现系统，它主

要针对于社交网络中的消息转发轨迹、用户群体的动态关系变化[16]。系统从设计

层次上来看，可以分为前端采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数据挖掘业务模块、控制

调度模块及用户输入及结果呈现模块。每一个模块独立地完成系统中的特定功能

点，并通过低耦合[17]的接口进行协作通信。

前端采集模块负责数据采集功能。由于数据处理能力的局限无法对新浪微博

全数据进行采集处理，系统设计的采集策略是对用户关注的局部数据进行实时采

集[18]。也就是说，需要用户在用户输入界面中输入其关注的特定微博 URL地址。
控制调度模块通过用户输入向前端采集模块发放采集任务，对用户关注的特定微

博数据进行采集处理。这种机制就要求前端采集模块拥有良好的性能表现，能够

准实时地采集用户关注数据。

数据存储模块负责对采集数据的存储规整，同时它需要为数据挖掘业务模块

提供良好的数据访问资源。通过构建适当地数据存储模块能够提高数据挖掘业务

模块的性能表现，简化业务逻辑的实现过程。

数据挖掘业务模块是对数据挖掘业务逻辑的封装，它提供一系列数据挖掘操

作的接口，将数据存储模块中存储的数据作为输入，输出挖掘出的数据潜在信息。

由于数据挖掘业务的复杂逻辑，这样地封装对于系统的可维护性、健壮性都是非

常有益的。

控制调度模块扮演地角色等价于MVC[19]模式中的控制器，它从用户输入界面

获得用户输入，同时调度其他模块完成用户需要的操作，将最终结果推送回数据

展示界面。控制调用模块作为整个系统的调度中心，负责程序运行过程地调度，

通过各个模块地接口调用实现完整的系统功能。

用户输入及结果呈现模块等价于MVC模式中的视图角色，它为终端用户提供
了交互接口，用来获取用户的输入，并将系统运行结果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给用户。

在前端展示技术日趋成熟的趋势下，程序处理结果能够以图表的形式动态地呈现

在用户眼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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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系统架构示意图
Fig.3-1 system architecture diagram

3.2 系统设计的相关基础理论

3.2.1 节点中心度分析

系统在对用户关注的特定单条微博进行分析时，可以抽取出和相关微博中用

户间的微博转发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下图为茉莉花革命期间美国海军研究生院

国防分析核心实验室研究人员根据提取推特数据生成的点线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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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推特用户关系点线图
Fig.3-2 Twitter user relationship diagram

社交网络传播学分析[22]使用节点中心度分析的方法寻找出那些在特定网络中

影响力最大、最重要的节点。常用的节点中心度分析方法包括点度中心度分析、

中介中心度分析、接近中心度分析等方法。下图为茉莉花革命期间美国海军研究

生院国防分析核心实验室研究人员利用中介中心度分析方法找出的茉莉花革命关

键节点。

图 3-3关键节点示意图
Fig.3-3 Key node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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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 Arabiya Channel、AI Jazeera Arabic等用户在茉莉花革命期间确实扮演
了关键性传播节点。利用节点中心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寻找出一些小圈子、意见

领袖是否在话题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传播扩散渠道的作用。

在图论的概念中，各种中心度的概念定义不同。点度中心是指相邻节点最多

的一个点，点度中心度分析主要用于获取与外界联系最广，拥有最多消息来源的

关键节点，其计算公式为：

中介中心度分析主要用于获取在消息扩散过程中的关键扩散渠道，表示任何

消息的大规模扩散都会经由该节点，该节点对消息的大规模扩散起关键作用，其

计算公式为：

接近中心是指到图上的每一个点的距离总和最近的点。接近中心度分析主要

用于获取消息传播扩散效率最高的关键节点，其计算公式为：

3.2.2 PageRank值分析

假设我们能够抽象出消息传播的网络点线图，我们还可以利用 Google搜索引
擎的 PageRank算法[23]对这些节点的消息传播影响力进行数值计算，获取这个社交

网络中每个节点对话题传播的影响贡献率[24]。

它将网络中的网页通过链接的链入链出关系构建成一张有向图，对于一个网

页来说，它的链入链接数量越大、链入链接的质量越高，那么它自身的 PageRank
值也就越高。一个节点的 PageRank值由指向它的边的条数，以及指向它的相邻节
点的 PageRank值来确定，这对于我们分析消息传播中每个节点的重要程度同样是
适用的。PageRank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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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代表阻尼系数，一般取值为0.85，用来使那些入度为0的节点同样拥
有 PageRank值。在现代软件工程领域中，已经有非常多的类库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PageRank算法的计算。

通过以上介绍的节点中心度分析及 PageRank算法，我们可以根据微博转发轨
迹形成的点线图分析出不同用户在消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这样

的分析结果在企业组织的事件公关、产品营销、品牌推广等事件中都能提供数据

参考和依据，帮助企业组织更好的驾驭社会化网络产品，使其为自己所用。

3.3 系统前端采集模块详细设计

3.3.1 新浪微博 API的数据限制

由于新浪官方对于第三方应用的数据访问频率以及返回结果数量的限制，单

一地使用官方 API接口无法满足系统的功能和性能需求，特别是在转发关系抽取
的业务逻辑中，新浪官方 API对于转发量巨大的单条微博无法获取其所有转发记
录。下表中摘录了部分 API接口的访问频率和次数限制，这样地限制使得系统完
成数据采集的难度大大提高。

表3-1 访问频率限制表

接口组 名称 每天上限 每小时上限

总接口 150

发微博接口
statuses/update
statuses/repost
statuses/upload

50 15

发评论接口
statuses/comment
statuses/reply 50 15

加关注接口 friendships/create 50 15

3.3.2 多种采集模式设计

由于单一地使用官方 API接口无法满足系统的功能和性能需求，特别是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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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关系抽取的业务逻辑中，无法完成全部的数据获取任务。因此，本系统通过分

布式的前端采集节点利用官方 API、网络爬虫两种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并将两者
进行合并。从系统工作流程来看，主要是根据系统分析微博的转发量来选择适当

的前端数据采集方式完成采集，具体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根据示意图，前端数据的采集方式分为官方 API、网络爬虫两种方式，这两种
方式采用不同的工作机制和实现原理。使用新浪微博官方 API的采集器主要依赖
于新浪微博官方开发者套件（SDK）中的 getRepostTimeline函数，完成对一条微
博的所有转发数据进行获取。分布式爬虫采集器则通过对域名为 weibo.cn的新浪
微博 wap[25]协议站点进行数据爬取来完成采集任务，它能够灵活定义采集节点数

量。

图 3-4采集流程示意图
Fig.3-4 data-collecting work flow diagram

3.3.3 采集器工厂模式

前端采集方式的选择通过工厂模式来完成，控制器根据微博转发量指定采集

器类型，此后系统创建对应的采集器完成数据采集任务。首先，系统通过类

WeiboCollectorFactory创建采集器，在此过程中类WeiboRepostCounter负责获取
采集微博的转发量以供工厂类确定采集器的类型。使用新浪微博官方 API的采集
器 WeiboAPICollector 与分布式爬虫采集器 WeiboCrawCollector 通过接口
WeiboDataCollector完成多态特性，通过函数 collectData完成最终的数据采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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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数据采集类设计图
Fig.3-5 data-collecting class design diagram

3.3.4 分布式爬虫采集器

本系统设计采用主从模式（Mater-Slave）模式构建分布式爬虫采集器[26][27]，

主节点负责任务的分发调度以及从节点任务执行状态的监控，多个从节点向主节

点接受任务并将采集结果反馈至主节点。通过这类分布式爬虫的采集，即使转发

数量巨大的单条微博，系统也能保证其数据采集的完整性、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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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采集协作交互示意图
Fig.3-6 distribute data acquisition diagram

当用户输入特定微博需要进行数据采集时，主节点访问该条微博的详细页面，

获取评论转发总数及分页数。主节点随后将所有分页作为任务列表分发给从节点

进行数据采集，每个从节点负责采集被分配到的分页内的所有转发评论数据，并

将数据存储入库。主节点通过检测从节点状态，将新的任务分发给空闲状态的从

节点，同时对运行过程中出现错误的从节点进行错误回滚机制。

3.4 系统数据存储模块详细设计

3.4.1 系统 ER图详细设计

系统将前端采集模块获取的结构化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并通过 ORM（对象
关系映射）的方式提供良好的读写接口。本系统选择轻量化的Mysql数据库，相
关 E-R设计[28]见如下图所示。

图 3-7 系统 E-R设计图
Fig.3-7 system E-R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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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数据主体包括：系统用户、微博、微博用户，实体之间的关联性在设计

图中进行了规定。每一个微博用户实体都可能作为微博发布用户、转发评论的原

微博发布用户这两个角色与多条微博产生关联。

3.4.2 系统数据实体分析

系统用户实体包括用户名、密码、新浪微博用户 ID等属性，由于有的用户直
接通过新浪微博平台 OAuth2.0协议登录系统，因此可能只存在使用者新浪账号 ID
属性。

微博实体包括 ID编号、创建时间、发布内容、原 ID编号、原内容、转发者
ID、转发者名称、发布者 ID、发布者名称、发布渠道等属性。由于每一条微博、
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有一个唯一的 ID编号，所以一个微博实体可以关联到原始微
博、转发者、原始发布者等相关实体。

微博用户实体包括 ID编号、用户名、省份、城市、所属区域、个人主页地址、
头像 URL、性别、粉丝数、关注者数、微博发布数、创建时间等属性。

3.4.3 系统数据库详细设计

针对上述数据实体中每个实体自身的不同属性、实体与实体间不同的对应关

系，系统中将每个实体相关的数据表按照如下方式设计，具体数据表设计方式为

将微博用户实体信息存储如 user_profile数据表，将微博数据实体存入 repost_status
数据表中。其中，在 repost_status表中，存储有微博的原始发送者和转发者，分
别由 originUserId、repostUserId作为外键约束对应到 user_profile数据表。

每个数据表中应该包含对应数据实体的各个属性，例如 user_profile数据表包
含了用户名、省份、城市、所属区域、个人主页地址等微博用户数据实体的属性，

repost_status数据表中字段包括创建时间、发布内容、转发数、评论数、发布者等
数据。因此，系统相关数据表 user_profile、repost_status的数据结构设计如下表所
示：

表3-2 数据表 user_profile 结构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备注

Id Varchar(15) 微博用户 ID编号，主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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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Name Varchar(50) 微博用户名

Province Int 省份编码，具体编码表参照微

博 SDK

City Int 城市编码，具体编码表参照微

博 SDK

Location Varchar(100) 用户经纬度位置信息

url Varchar(255) 用户个人主页地址

ProfileImageUrl Varchar(255) 用户头像图片地址

Gender char(1) 用户性别

FollowersCount Int 用户粉丝数

FriendsCount Int 用户关注数

StatusCount Int 用户发布微博数

CreatedAt Varchar(255) 用户创建时间

Verified Bit 是否为验证用户

BiFollowersCo
unt Int 与用户互粉的好友数

表3-3 数据表 repost_status 结构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备注

IdString Varchar(20) 微博 Id编号，主键

CreatedAt Varchar(255) 微博创建时间

TextContent Text 微博内容

OriginWeiboId Varchar(20) 被转发微博 Id编号

OriginWeiboCo
ntent Text 被转发微博内容

RepostUserId Varchar(20) 转发者微博用户 ID编号，
user_profile表外键

RepostUserNa Varchar(200) 转发者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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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OriginUserId Varchar(20) 被转发者微博用户 ID编号，
user_profile表外键

OriginUserNam
e Varchar(200) 被转发者用户名

SourceText Text 被转发微博内容

ProfileImageUrl Varchar(255) 转发用户头像图片地址

Favorited Varchar(10) 是否被收藏

ThumbnailPic Varchar(255) 缩略图地址

OriginalPic Varchar(255) 原始图地址

Geo Varchar(20) 微博发送时用户位置信息

RepostCount Int 微博被转发数

CommentsCou
nt Int 微博评论数

数据存储模块主要负责对系统前端采集模块的相关采集数据进行存储、响应

系统数据挖掘业务模块查询读写数据的相关功能。从功能、性能的角度上来看，

数据存储模块的能力表现能够大幅影响系统整体的功能、性能效果，在设计过程

中需要特别注意。例如，由于考虑到在数据挖掘业务模块中需要经常对

repost_status表中的OriginWeiboId字段进行检索以确定一条微博所有的转发条目，
因此对 OriginWeiboId字段进行索引设置能够对查询性能取得一定的提升。

系统中还计划依赖 ORM框架 Hibernate[29]对数据的读写操作逻辑进行封装，

通过相关配置文件将数据实体之间的约束关系进行描述。这样设计的优点在于对

数据库底层操作及各数据表、字段之间的约束关系进行封装，在其他模块业务逻

辑的设计实现中更加关于功能本身。

3.5 系统数据挖掘业务模块详细设计

3.5.1 系统数据挖掘业务模块设计概要

按照此前的需求分析，本系统的数据挖掘业务模块需要完成转发关系提取、

关键用户分析、转发热度分析、用户属性统计、用户地域统计等业务功能点。系

统设计采用 spring框架对各业务功能点进行封装，通过该框架控制反转和依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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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功能特点实现这些业务功能点的快捷配置和高可用性。

每一个业务功能实现类作为生产者被注入进 Spring框架中，通过 Spring框架
控制反转的特点进行合理调度，以供每一次业务分析消费的使用。这样的设计使

得业务功能点能够通过配置文件进行快速配置修改，完成业务逻辑与程序控制逻

辑的分离。

此外，本系统大量的数据挖掘业务功能依赖于将微博抽象成一个有向图数据

结构开展数据分析运算工作。为了能够通过一种通用的形式来表述有向图数据格

式，系统设计采用 GEXF文件格式作为图数据结构计算存储、输入输出的标准格
式。

3.5.2 GEXF文件格式介绍

在本系统的设计实现过程中，GEXF文件格式作为贯穿始终的数据表述规范和
载体对系统的功能性能表现有着重要的作用。GEXF文件格式是 Graph Exchange
XML Format的缩写，它是一种描述复杂网络结构及其相关数据、动态的一种标准
化语言，它于2007年在 Gephi项目[30]中被提出，主要用以进行图结构数据的交换，

目前很多图分析框架、软件都以 gexf文件格式作为主要的输入格式用以进行图数
据的研究。GEXF文件格式基于 XML语言，本质上就是一种特定数据模板格式的
XML文件。

通常而言，一个 GEXF文件包含头信息、域名空间信息等 XML协议常见结构，
该部分文件格式与规则与 XML文件完全一致。除此以外，GEXF文件包含有一个
graph标签，在 graph标签下通过设置 graph相关属性对图的性质进行规定。在 graph
标签中可以设置的属性包括图像为静态或动态、有向或无向，该部分设置通过属

性 mode以及 defaultedgetype完成。在 GEXF文件系统中，图的静态与动态区别
在于，静态图中的节点数据是静态常量，不会产生变化；而动态图中的节点具有

自己的生命周期，节点的属性参数中包含有表示节点生命周期的时间数据，并以

此为依据决定节点的存在状态。节点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会被 GEXF文件显示，
当随着时间变化超出了节点生命周期时，节点也就相当于不再存在。因为这样的

设置，图文件就变成了一种随着时间推移动态变化的结构，也就是这里规定的动

态模式。有向图与无向图的区别比较容易理解，主要区别在于图中的边是否带有

方向，是否区分源节点与目标节点。

一般而言，图是由一些节点以及连接这些节点的一组边来组成。因此，graph
标签内也通过 nodes标签以及 edges标签来表示图中的节点和边。nodes标签对应
于图结构中的节点集合，它包含了一系列 node标签，每个 node标签即对应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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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节点，包括 ID编号、节点名等属性。edges标签对应于图结构中的边集合，它
包含了一系列 edge标签，每个 edge标签即对应于一条边，其中指明了边的 ID编
号、起始节点 ID、目的节点 ID。此外，由于 GEXF文件格式基于 XML语法协议
来实现，因此具备了很高的可定制性。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功能需求，为节点

添加自定义的属性，以满足数据存储、计算、交换的需要。例如，系统设计将图

文件在可视化过程中需要的每个节点大小、颜色、位置等数据信息存储入 GEXF
文件系统，并以此作为数据交互的接口与格式。

3.6 系统可视化数据展示模块详细设计

按照本系统实现的相关功能，在完成对一条微博转发过程的数据分析后，该

条微博的消息流转轨迹、重要转发节点、转发人群属性等大量相关数据能够被系

统所采集、统计、挖掘。系统需要将最终的分析数据结果推送至可视化数据展示

模块，并通过该模块将数据直观地呈现，为用户所用。对于本模块而言，主要需

要解决两大问题：如何获取数据分析结果、这些数据结果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展现。

3.6.1 系统可视化数据展示模块的数据交互接口

系统可视化数据展示模块通过 ajax请求进行异步的数据读写操作，系统将提
供对应的 HTTP协议请求接口进行数据操作。相关结果数据通过 JSON数据格式
进行封装与传递，这样也便于前端图表框架对结果数据的读取与展示。此外，由

于在展示微博转发轨迹的过程中，可视化数据展示模块需要对 GEXF文件进行调
用，系统还需要将完成分析的 GEXF结果文件作为一个可访问资源提供相应的访
问接口。按照这些要求，我们将用于模块间交互的接口规定如下：

表3-1 模块间接口定义表

URL 访问方式 返回类型 备注

/repost/gexf GET 文件 获取GEXF结果文件

/repost/userlist GET JSON 获取关键转发者

/repost/timeline GET JSON 获取热度曲线

/repost/userinfo GET JSON 获取转发人群属性

/repost/usergeo GET JSON 获取转发人群地域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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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系统数据分析结果的展现形式

相关数据分析结果通过相应的接口被读取后，系统将通过图表的方式对数据

结果进行表述。近期以来，经过 html5、javascript等前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
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呈现方式越来越直观便捷。除了传统的表格数据，新的可视化

数据展示界面还能提供饼图、地域分布图以及各种定制插件的显示。例如，在本

系统中，微博转发关系将通过特定展示框架进行呈现。

3.7 本章小结

本章中对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各模块之间的交互设计进行了简要阐述；同

时，对系统中运用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表述，从而帮助用户对社交网络中消息传播

流转的分析方式和方法有了大体的认知，理解了该系统的主要价值及其实现方式；

最后，通过对各个模块需要实现的具体功能及具体设计细节进行阐述，明确了更

加细化的设计方式，为系统的实现编码阶段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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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系统实现

4.1 系统前端采集模块实现

4.1.1 新浪微博开放平台

微博客服务作为当前主流的一种社交网络服务[31]，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极为

常见的网络应用服务。新浪微博作为国内最大的微博客服务系统，已经形成了一

个极具商业价值的生态系统。因此，新浪微博将平台内的大量接口进行开放，以

供第三方机构建设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相关衍生应用系统。通过规定的注册及核

实步骤后，任何第三方的个人与组织都能够成为该平台的开发者。

新浪微博将其后台数据资源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 API访问系统以供其他网站
应用进行调用。通过访问新浪微博开放平台 open.weibo.com，并为我们的应用注
册相应的应用账户，我们就能通过新浪微博的开放 API获取相关数据。

4.1.2 平台接入与 Oauth认证协议

平台注册步骤：注册或利用已有新浪账号登陆，完善开发者基本信息，根据

个人或公司的不同类型输入网站地址、联系电话、联系邮箱等相关基本信息。信

息审核通过后，继续提出平台开发申请，并提供自己网络应用的地址以供审核。

通过以上步骤的申请，我们获得了平台开发所需要的凭证 API的凭证 APP KEY
和 APP Secret。这是应用接入平台的唯一标识，在后续的登陆认证及数据采集过
程中，我们都需要该凭证。

在获取平台的应用凭证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利平台开放的各类型 API借口进
行用户登录认证及数据采集获取工作。本系统使用新浪微博提供的OAuth2.0[32]（开

放授权）协议进行用户登录认证，OAuth（开放授权）是一个开放标准，作用在
于授权一个未制定的第三方访问用户在某网络系统中的数据资源，同时保证该用

户数据资源的安全性不受影响。本系统实现的 OAuth认证流程如下所示：

访问 OAuth接口：引导需要授权的用户访问新浪微博 OAuth接口，并将自身
应用在新浪开放平台中申请的 APP KEY等数据补全参数，形成一个 OAuth授权
登陆地址。一个完整的 OAuth 授权登陆地址规则如下，包括 clien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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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_type、redirect_uri三个参数，其中 client_id参数为接入应用的 APP KEY，
response_type一般填为 code表示使用返回验证码形式进行验证，redirect_uri为接
入应用的返回地址，该地址也需要在应用接入注册时进行登记。

https://api.weibo.com/oauth2/authorize?client_id=YOUR_CLIENT_ID&response_type=code&redir

ect_uri=YOUR_REGISTERED_REDIRECT_URI

用户授权：在用户访问这个构造的 OAuth授权登陆地址后，用户可以使用新
浪微博用户名、账号进行登陆验证。用户登陆成功后，对系统的接入请求进行授

权，同时页面将跳转至应用登记的回掉页面，并返回验证码。

换取访问令牌：接入应用获取到用户授权的验证码后，即可通过用户授权和

自身应用信息换取相关数据接口的访问令牌。获取访问令牌的链接构造也具有固

定参数格式。如下所示，参数包括 client_id、client_secret、grant_type、redirect_uri、
code等，其中对应的参数包括为接入应用在注册时的 APP KEY、APP SECRET，
以及刚刚获取授权的验证码等。在验证通过后，访问令牌通过 JSON数据格式进
行响应，一个响应返回的示例{ "access_token":"SlAV32hkKG", "remind_in ":3600,
"expires_in":3600 }中，access_token属性的值即为访问令牌，其余的两个属性分别
表示令牌有效时限和过期时限。

https://api.weibo.com/oauth2/access_token?client_id=YOUR_CLIENT_ID&client_secret=YOUR_CLI

ENT_SECRET&grant_type=authorization_code&redirect_uri=YOUR_REGISTERED_REDIRECT_URI&c

ode=CODE

综上所述，示例中提到的 YOUR_CLIENT_ID、YOUR_CLIENT_SECRET就
是我们进行应用申请时获取的 APP KEY和 APP Secret凭证。同时我们需要在系统
中提供一个回调地址以便用户完成登录后返回应用开始使用，这个地址需要能够

对地址中附带的验证码参数进行获取并以此为凭据换取数据接口的相关访问令

牌。最后，新浪微博将一个访问令牌 access_token返回至本系统，系统通过该令
牌作为调用新浪微博开放 API的凭证开始获取平台内的相关数据。

4.1.3 官方 API采集器数据获取

官方 API的所有调用细节公布在其开发文档 http://open.weibo.com/wiki/微博
API中，包括每个调用接口的用途、详细参数及返回结果示例，微博开放 API接
口通过 JSON格式封装所有微博数据。在后续的介绍中，我们还会通过示例代码，
详细分析本系统如果通过新浪微博 java sdk获取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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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通过对新浪微博 sdk相关代码结构进行简要描述，从而了解如何对
sdk进行更合理地配置使用，帮助系统简洁优美得实现需要的相关功能。新浪微博
SDK中包含两个配置文件，log4j.properties为日志相关配置信息，config.properties
为相关系统信息配置文件，对于该 sdk来说主要通过 config.properties的配置为系
统运行设置初始参数。此外，其他五个包结构中对不同类型的实现类进行了封装，

weibo4j包涵盖了所有 sdk相关功能的实现接口，便于开发者对具体功能进行调用；
weibo4j.http包中主要封装了所有与微博官方 API进行网络交互的实现细节，包括
http协议数据包构造、cookie管理等；weibo4j.model包是所有微博数据类型的封
装，包含所有数据实体及其具备的属性；weibo4j.json包将所有 json数据格式操作
相关的类进行封装，主要负责 json 数据格式与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互转换；
weibo4j.util中基本都是实现特定功能的工具类，例如进行配置读取、URI编码等
功能。

图 4-1 微博 SDK java版本 API包结构
Fig.4-1 Weibo java API package structure

为使得 sdk正常实现相关功能，我们需要在 config.properties配置文件中配置
本系统的凭证，将 client_ID设为 APP KEY，client_SERCRET设为 APP SECRET，
并设置回调地址返回本系统。相关配置可以参照案例进行，下表中就每一个属性

的意义及具体参数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表4-1 SDK 参数配置表

参数 赋值 备注

Client_ID 1141932*** 应用在平台注册后获得

的 APP KEY

Client_SECRET fa424a5938d9****cc 应用在新浪微博开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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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5bf16480d9cb 台获得的 APP SECRET

redirect_URI http://www.kryptonal
.cc

应用在平台注册时设置

的回调地址

baseURL https://api.weibo.co
m/2/ 基础 URL

accessTokenURL
https://api.weibo.co
m/2/oauth2/access_

token
换取令牌环 URL

authorizeURL
https://api.weibo.co
m/2/oauth2/authoriz

e
用户验证授权 URL

完成设置后，系统就可以通过 sdk与平台官方 API接口进行交互操作了。通
过调用 weibo4j.examples.oauth2.OAuth4Code类示例代码，我们再一次回顾 Oauth
验证的每个步骤。这个类的作用就是在测试环境中模式用户进行 OAuth2.0登录认
证。通过对每一步操作进行解释，对授权过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OAuth4Code类运行后，浏览器会自动打开新浪微博平台认证页面，也就是我
们配置的 authorizeURL。

 用户输入新浪微博用户名、密码验证成功并同意授权后，页面自动跳转到本

系统设置的回调页面，同时返回验证码 code。

 系统通过截取该验证码并作为参数输入到 OAuth4Code类中，并再次发起令牌
换取请求。相关请求地址也就是配置文件中的 accessTokenURL属性

 新浪微博验证应用及用户的合法性，并将该用户的 access_token访问凭证通过
JSON数据格式返回。通过这串访问凭证，我们就能以该用户账户的权限访问
新浪微博数据。

在完成对官方接口的登录认证后，我们只需要调用 SDK中对应的数据获取函
数即可完成相关数据采集。例如，对于某一条特定的微博，我们根据它的唯一 ID
编号 weiboId作为参数，调用 weibo4j.Timeline类中 getRepostTimeline方法，获取
该 weiboId下所有转发数据。再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清洗解析，就能够把相关转发
数据完成格式化规整，提供数据存储模块进行存储。

万方数据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系统实现

第 29 页

4.1.4 分布式爬虫采集器数据获取

分布式爬虫通过多个前端采集节点对weibo.cn域名的WAP协议新浪微博站点
进行数据爬取，通过对 HTML网页进行解析，将相关转发数据提取规整，并最终
形成易于存储的数据结构形式。系统通过 Jsoup完成对 HTML网页的解析，需要
解析出的数据包括转发者、转发者 ID、转发评论、转发时间、转发来源等选项。
以下图中的的 HTML 代码为例，通过对微博页面中<div class=”c”>、<div
class=”ct”>等标签进行解析，抽取出标签中所有相关内容，对所有有价值的数据进
行解析提取。Jsoup一个基于 java的 html语法解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对 html页
面内容进行数据规整与提取。

图 4-2 weibo.cn域名 HTML代码示例
Fig.4-2 weibo.cn html example code

新浪微博官方对爬虫的访问也存在技术限制，单个 IP地址无法在短时间内频
繁刷新页面。因此，通过分布式爬虫系统的形式，能够把大量的访问次数平均到

多个不同 IP地址中，从而规避相关技术限制。特别是利用 docker、云服务等新型
虚拟化技术，前端采集节点可被制作成 docker镜像快速部署于云服务器中，实现
采集能力的弹性配置。

分布式爬虫采集器从具体实现细节上来看，当用户输入特定的微博 URL后，
主节点通过解析该 URL对应的网页内容获取对应所需的 URL列表，同时将 URL
列表中的每一个 URL作为参数，通过 java语言的 RMI远程方法调用机制[33]布置

从节点爬取相关页面数据，并通过 html语言解析器还原其结构，将我们所需的特
定信息提取为规整的格式化数据。从节点进程完成相应任务后，通过正常返回通

知主节点该任务已完成，通过在执行过程中抛出异常应对出错情况。由于在实际

生产运行环境中，往往在网络连接、域名查找等环节容易出现错误，因此需要该

分布式采集器具备较强的可靠性与容错性。主节点在采集过程中负责监控从节点

状态，并依据每一个从节点的不同状态对其进行发布新任务或对当前任务进行回

滚等操作。

在主节点与从节点进行交互与协作的方式上，我们选择远程方法调用 RMI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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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它主要用于两个对象间的远程通信与协作，是建立 java分布式应用的便捷途
径。此外，它还支持多线程操作，因此对于实现本系统要求的分布式爬虫采集器

尤为适用。在具体细节上，我们通过描述一个从节点注册采集服务的过程以及主

节点对采集服务的调用过程来直观展现 RMI的交互流程与实现结构。

定义数据格式：首先，为远程调用服务创建数据交换的Model层，定义其数
据交换格式，该对象类由于需要支持网络传输与存储，因此支持序列化接口。爬

虫采集器中使用的数据交互实体对象 TimeLineEntity就是通过序列化进行存储和
传输的。

声明接口：第二步，为交互双方声明通讯接口，并声明远程方法。由于 RMI
需要实现远程调用，因此通讯双方必须声明相同的通讯接口及远程方法。在本系

统中，主节点、从节点运行的代码中都声明了WeiboService接口，同时还利用
Iremote接口以实现远程通讯。在WeiboService接口中，通过声明方法 getRepostList
用以定义具体进行数据采集的方法。

实现接口：第三步，在具体实施数据采集的从节点中实现相关交互接口。在

从节点代码中，创建 WeiboServiceImpl 类实现 WeiboService 接口，并在
getRepostList方法中加入具体的实现代码。同时，RMI还要求WeiboServiceImpl
类继承 UnicastRemoteObject类以确保远程调用的正确实施。

注册服务：第四步，在从节点建立数据采集服务。从节点通过 Naming、
LocateRegistry类注册数据采集服务的通讯端口及通讯调用路径，运行包含有 main
函数的 class文件开启数据采集服务。在服务建立过程中，可能还需要对相关配置
进行调整，例如打开 JDK目录下的 jre/lib/security/java.policy文件，并在文件最后
面加上配置命令 grant{permission java.security.AllPermission "","";};，这条命令表示
给予访问者全部安全权限，远程访问者可以进行任何操作。这样可以防止因缺少

权限而导致的运行错误。此外，还需要在运行目录下运行命令 rmiregistry（linux）、
start rmiregistry(windows)开启 RMI注册表，完成 RMI服务的注册维护。

调用测试：最后，利用主节点进行远程调用，测试该服务能否正常工作。在

主节点中，通过 Naming类中的 lookup方法，对从节点提供的数据采集服务进行
查找，并通过数据通讯接口WeiboService调用 getRepostList数据采集方法，最终
获取数据采集结果 TimeLineEntity数据实体，完成采集。

当然，一个分布式爬虫采集器的具体实现及维护过程更为复杂，首先 RMI服
务在注册时需要指定明确的通讯地址与端口，而分布式前端采集节点可能会频繁

发生变更，因此需要对 RMI服务地址不断进行维护，并与系统实现逻辑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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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具体措施有两类，一种是通过域名 DNS[34]解析的方式实现动态配置，另一

种是通过配置文件实现快速变更。本系统中，分布式前端采集节点列表被维护在

一个配置文件中，并与系统的管理员系统维护界面相结合，以便于对采集状态进

行监控与配置。此外，主节点中采用了多线程方式同时调用前端采集服务，并且

每一次采集服务都类似于一次会话。一旦发生异常，采集任务将会被回滚并重新

分配执行。

4.1.5 系统支持 emoji表情编码的配置

在系统实际实现过程中发现，当系统对采集数据进行存储时，常常会发生下

图中的数据库连接异常，且异常抛出频率频繁。通过分析发现，微博内容中包含

有名为 emoji[35]的表情字符，而数据库默认配置并不提供对该字符编码的支持。

图 4-3 emoji表情编码异常示例
Fig.4-3 emoji character encoding exception

Mysql数据库对该表情编码不能提供良好支持的原因在于Mysql数据库中 utf8
编码的最大字节数为3字节，而 emoji表情使用的均为4个字节的 utf8编码。为引入
对该表情编码的支持，Mysql在新版本中引入了 utf8mb4编码，该特性只在5.5.3
以上的新版本才提供。同时，若使用 java 操作数据库，还需要确保使用的
mysql-connector-for-java版本在5.1.13以上，否则仍然无法支持 utf8mb4编码。

在新版本的数据库中，可以通过对配置文件的修改将编码类型设置为

utf8mb4，这样系统就能够对采集的微博内容中的 emoji表情进行正确的解析保存。
一般而言，Mysql数据库都是都过 my.ini文本配置文件进运行参数进行配置的，
我们需要对其 client、mysql、mysqld三个不同模块进行配置，修改其默认字符编
码。在 client模块中，将 default-character-set值设为 utf8mb4，在 mysql模块中同
样将 default-character-set值设为 utf8mb4，mysqld模块的设置较为复杂，需要将
character-set-client-handshake值设为 false，将 character-set-server值设为 utf8mb4，
将 init_connect 值 设 为 ’set names utf8mb4’ ， 将 collation-server 值 设 置 为
utf8mb4_unicode_ci。完成配置修改并重启 mysql服务，即可使数据库支持 emoji
表情的编码，从而正确对相关数据进行存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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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存储模块实现

数据存储模块主要负责为系统的数据读写操作提供接口，从功能上来说，也

就是负责将内存中的对象与持久化存储的数据进行相互转化。通过如下的示例，

我们详细阐述 ORM映射的相关配置实现。

4.2.1 Hibernate配置示例

在系统实现过程中，需要对 model层的所有数据实体进行配置，使得 Hibernate
框架自动完成对象关系型数据映射。我们选取 model 层中的一个数据实体
EdgeEntity、数据库表 edge作为示例，详细阐述如何将一个数据实体对象与数据
库中的某个数据表进行映射，完成对数据访问的各种过程方法的封装。首先，为

数据实体类 EdgeEntity创建 POJO类。POJO是 Plain old java object的简称，表示
一个简单的 java类。这个类中应该只包含类属性及其对应的属性 getter、setter方
法，不能存在任何如数据库连接等包含业务逻辑的方法。因此，对于数据实体类

EdgeEntity，为其包含的所有属性创建 getter、setter方法，完成 POJO类的构建

在完成构建一个数据 pojo类之后，我们需要为这个类创建对应的配置文件，
将这个数据类与数据库中的表进行对应。一般来说，这个配置文件被命名为

{classname}.hbm.xml，例如类 EdgeEntity的 hibernate mapping配置文件即被命名
为 EdgeEntity.hbm.xml。在该配置文件中，我们使用 XML语法描述数据实体类与
数据库表的对应关系，例如<class name=’weibo4j.orm.EdgeEntity’
table=’edge’catalog=’weibocraw’ >标签中，规定了名为 weibo4j.orm.EdgeEntity的类
与数据库 weibocraw中的数据表 edge进行了关联映射。在该标签在，我们依次还
要将数据库表中的主键与数据实体的某个属性对应，将数据库表中的列与数据实

体中的属性对应。主键的映射配置<id name="id"><column name="Id"
sql-type="int"not-null="true"/></id>，表示 EdgeEntity类中的 id属性与
数据表中 Id字段进行映射，同时规定了主键的非空属性、整形数类型。数据库中
普通列的配置与主键基本相同，只要将 id标签更改为 property标签即可。

对于数据类 EdgeEntity和数据库表 edge来说，最后需要完成 Hibernate框架会
话工厂的相关配置，才能实现两者的相互关联映射。首先，在项目源代码下方需

要加入配置文件 hibernate.cfg.xml以完成对数据库访问相关要素的配置，包括数据
库类型、访问方式、用户名、密码等信息。相关配置通过在 session-factory标签进
行，例如加入 name属性为 connection.url的 property标签，并将数据库连接地址
jdbc:mysql://localhost:3306/weibocraw?characterEncoding=utf8mb4写入标签，就完
成了数据库连接地址的配置。其余属性也通过类似标签进行写入，具体包括用户

名、密码、访问会话方式等。而会话工厂的配置不仅包括数据库连接所需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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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还需要将之前创建的大量映射配置文件进行加载，例如数据类 EdgeEntity
和数据库表 edge的映射配置文件 EdgeEntity.hbm.xml需要都过如下标签加入到会
话工厂的配置中：<mapping resource="weibo4j/orm/EdgeEntity.hbm.xml"/>。

这样，通过多个配置文件将数据类与数据库中特定表格进行映射，规定数据

类中每一个属性的数据类型以及映射的数据库字段，这样就能够实现将关系型方

式存储的数据自动映射为对象型数据进行读写更新等操作。

4.2.2 配置数据关联进行进一步封装

由于本系统数据实体之间存在额外的约束关系，例如在存储转发关系的数据

表 repostStatus中包含了微博发布用户 ID编号字段 originalUser_ID和微博转发用
户 ID编号字段 repsotUser_ID，这两个字段都对应于数据表 userProfile中用户 ID
字段 userID。也就是说，字段 originalUser_ID、repsotUser_ID与数据表 userProfile
中字段 userID存在外键约束关系。

由于该约束关系影响，两张数据表在添加、删除数据时都需要遵循外键约束

的相关规则。而在数据对象中，这样的外键约束关系就需要通过映射关系进行配

置来完成封装。通过配置 many to one映射关系对应数据表中的外键约束，系统能
够在数据对象创建、删除的过程中，考虑到相关的约束条件，自动对关联的数据

进行相同的操作。在配置文件中，many to one的映射关系配置如下<many-to-one
name=”originUser” colum=”originUser_ID” cascade=”save-update” class=”User”>，其
中 cascade=”save-update”配置表示当存储 repostStatus 数据对象时，如果相关
originUser、repostUser还不存在，那么系统自动将这些 userProfile对象存入对应
的数据表中。

在完成相应的框架配置后，我们可以通过开启 Hibernate框架的 SQL命令日志
来观察系统的数据读取、写入情况。通过编写对应的测试脚本，调用系统数据存

储功能，若输出的 SQL语句符合预期，则说明相关配置已成功实现，若系统数据
存储过程与预期情况不符，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完成相关功能的正确配置。开启 SQL
日志调试打印的配置通过 hibernate.cfg.xml文件完成，在会话工厂标签下加入配置
<property name="hibernate.show_sql">True</property>完成。

4.3 数据分析挖掘模块实现

4.3.1 微博转发流转轨迹

微博平台作为各类热点事件的传播扩散平台，能够帮助一条微博内容在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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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以爆炸式的速度进行扩散，通过对微博平台数据的抽取，我们能够提炼每一

条微博的转发轨迹，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

图 4-4 关系抽取示意图
Fig.4-4 repost relationship extraction diagram

如上图所示，系统通过对数据库中采集的微博记录进行操作，抽象出一条微

博的转发轨迹，并将它以图的形式进行处理。以某一条微博为例，系统首先利用

采集模块将该微博的所有转发评论抓取存入系统数据库。对这些库中的记录，提

取其转发关系，转发关系的提取分为直接转发、多级转发两种类型。我们以真是

的微博原文来描述对转发关系抽取的过程。当一个微博的转发评论内容直接为“顶
你哎”、“哈哈”等评论内容时，说明用户直接转发了原微博，中间不存在多层转发
过程。当一个微博的转发评论内容为上图中的时，该微博就存在多层级的转发关

系，本条评论中系统应自动抽取出一条由当前转发用户至原始微博发布者的多级

转发关系。

通过对一条微博的所有转发微博内容进行抽取处理，我们就能获取每一条转

发记录的转发关系，下一步需要将这些零散的转发关系合并为一个只有唯一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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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的转发关系图。在处理程序中，我们通过将图结构表示为一个节点集合和一

个边集合的结构来进行转发关系图的合并。

节点集合用来存储图中的每一个节点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节点索引值、节点

名称等，由于图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微博用户，考虑到相互的对应关系就用

昵称来对节点进行命名。

边集合用来存储图中的每一条边，它包括边索引值、起始节点索引值、目的

节点索引值构成，表示一个从起始节点至目的节点的转发关系，这里的节点索引

值与节点集合中的节点索引值对应。

当从一条微博记录中提取出一串转发关系时，我们将其分解成一串包含起始

节点、目的节点的长度为1的边数组。例如，李亞有鸭梨<-正宗好鱼头<-画几笔，
这一转发关系可以分解为包含李亞有鸭梨<-正宗好鱼头、正宗好鱼头<-画几笔这
两条边的数组。随后，遍历该数组，对数组内的每一条边查看边集合中是否存在

相同的边，若存在相同的边则跳过，若不存在，则将该条边加入到边集合中。对

于每一条新加入边集合的边，将其起始节点、目的节点 ID放入节点集合进行检索，
若节点集合中还不存在该节点则将该节点插入节点集合，若该节点已存在则跳过。

4.3.2 利用 Gephi框架将图数据转化为 GEXF文件

GEXF文件格式对应的 Gephi项目是一个利用 java语言实现的针对复杂网络
进行操作的框架，它不仅能够创建、读取、导出 GEXF文件，还能够对该形式的
数据进行更复杂的分析计算。本系统也是基于 Gephi框架创建和操作图文件数据,
利用其接口将转发关系抽象成的图数据转化为标准格式。

创建图文件：Gephi框架实现了对 GEXF文件的所有操作，其中 Gexf类封装
了一个 GEXF文件及其对应的操作接口，则 GexfImpl类为封装接口的具体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创建一个 GexfImpl 类对象完成文件的创建 ,随后调用
Gexf.setCreator方法设置文件创建者信息，调用 Gexf.setDescription方法设置文件
描述信息，此外还可以使用 setVisualization方法、setLastModified方法设置文件是
否可视化、以及文件的最后修改时间。这样，就能够实现对 GEXF文件的创建与
基本信息的设定。

设置图属性：在一个 GEXF文件中，都包含有一个 graph元素，它负责保存
对应图文件的所有数据值。同理，在 GexfImpl类中也包含有属性 graph定义图数
据结构的所有数据。利用 GexfImpl.getGraph方法获取 graph对象，并对 graph对
象的信息进行定义。我们需要将图文件定义为静态的有向图，分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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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DefaultEdgeType方法设置边类型为 DIRECTED及 setMode方法设置图形模式
为 STATIC。此后，由于默认的节点属性仅包含 ID编号、节点名两项， 我 们 可
以自定义一些节点属性进行添加，我们利用 AttributeList类中的方法创建新的节点
属性，在创建节点属性的方法中，我们需要提供该属性类型，具体类型的定义与

常规数据库中的类型定义一致，并提供该属性的命名。在本系统中，我们额外为

每个节点增加了字符串类型的 weiboId属性、浮点数类型的 pageRank属性等。

转化图数据结构：为了创建一个包含微博转发关系结构的 GEXF格式图文件，
我们还需要将由节点集合和边集合表述的图数据进行转化。首先，遍历图中的节

点集合 nodeEntitySet，为每一个节点创建 Gexf.Node对象，并存储入 HashMap数
据结构 nodeMap中。随后，对图中的边节点 edgeEntitySet进行遍历，在 nodeMap
中找出每一条边的源节点 sourceNode和目的节点 destNode，最后利用 Gexf.Node
对象中 connectTo方法生成将两节点按照方向进行连接。这样，我们就把所有图数
据都记录在了 GEXF文件内。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将由节点集合和边集合表述的图数据转化为 GEXF格
式的操作，由于后续分析挖掘工作仍需对图文件进行操作，我们在完成所有操作

后再将 GEXF文件导出到文件系统，以供系统使用。

4.3.3 利用 Gephi框架对图文件进行分析

Gephi框架不仅仅针对图文件提供了创建修改的读写接口，还内置了大量分析
接口以供复杂网络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分析项目对先前创建的图

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导入控制器对 Gexf文件格式进行读取，通过建立不同的数据
模型实施具体分析任务。

新建分析项目：对一个图文件开展分析的过程与使用桌面软件的过程非常相

似，首先创建 ProjectController对象，并通过该对象新建一个 project，并实例化该
project的 workspace属性。

导入图文件：创建一个负责数据导入工作的对象 ImportController，该对象负
责加载 Gexf文件并将它放入容器 container内。在导入图 Gexf格式文件时，我们
规定以有向图的格式完成导入操作。最后，将图文件作为 File 对象参数调用
ImportController.importFile函数，完成数据读取，并通过 ImportController.process
函数将导入的图数据绑定到我们创建的分析项目中的 workspace对象。

开展数据分析：在成功导入数据后，我们通过为图文件创建不同的数据模型

实施具体的分析任务。本系统中创建了节点属性模型 AttributeModel、预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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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Model和图模型 GraphModel，这些模型负责管理操作图文件中不同方面的
数据，完成特定的功能。例如，我们利用图模型将项目中的 GEXF文件生成为一
个有向图对象，并通过有向图 DirectedGraph类中封装的大量图处理方法对图中的
节点进行入度出度统计等具体分析。

在系统创建的其他数据模型中，节点属性模型主要通过表格的方式存储每一

个节点的属性，并通过这些属性对节点进行排序、筛选等操作。预览模型主要负

责图的可视化部分操作，包括对所有图节点进行排列，形成清晰直观的图结构等

操作。

4.3.4 分析节点出度

在本系统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统计每一个节点的出度，出度代表该节点

对应用户带来的转发次数，表明了该用户在微博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同

时再结合该用户的粉丝数等数据，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用户号召力的大小，便于

我们发现特定话题中的意见领袖。系统默认将出度排名前十的节点信息进行显示，

因此需要对图文件中的每一个节点出度进行分析，并通过排序挑选出重要节点。

我们将有向图中的所有节点对象放入一个数组 graphNodes，数组中的每一个
元素对应于有向图中的一个节点。随后，利用 Arrays.sort方法对这些节点进行排
序，排序的依据是每个节点的出度大小。我们通过调用 directedGraph. getOutDegree
来获取每个节点出度，并通过重载 Comparator 类中 compare 方法直接改变
Arrays.sort方法中的排序方式。重载 compare方法的原因在于 Arrays.sort方法在其
实现上就是调用了 compare方法，相关代码在 jdk源码中可以进行查询。

最后，将转发量排名前十的微博用户进行统计，分别获取他们的用户注册信

息、粉丝数、二次转发数等数据，形成一份关键节点信息表格。这样，对于图文

件中节点的出度分析就产生了实际的意义，相关结果通过一个数组 keyUsers进行
保存，在系统接收到数据可视化模块查询关键用户信息的 ajax请求时由数据分析
模块直接转化为 JSON格式进行返回。

4.3.5 统计转发量变化曲线

在对内容传播扩散的分析过程中，从时间维度对内容的转发评论量进行统计，

形成微博转发热度与时间的二维曲线图，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36]。通过曲

线图走势的变化，系统能够呈现用户对单条微博关注度的变化，还原从最初发布

到扩散、爆炸式传播到逐步衰亡的过程。这能够帮助用户更好的分析微博的转播

流转过程，提供直观的数据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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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分析处理模块中，系统主要负责计算二维曲线图的相关数值，为可视

化呈现页面提供数据。在数据分析计算的过程中，系统首先查询单条微博的原始

发布时间和最新评论时间，计算从原始发布时间至最新评论时间的时间差。将时

间差平均分为20等份，统计落在每一份时间内微博评论总数。最后，将统计出的
时间段和落在该时间段内相应的微博评论转发数保存入一个二维数组中，形成可

供访问的分析结果数据。

4.3.6 分析任意节点到根节点的距离

任意一个节点到根节点的距离代表了该条微博传播的轨迹长度，如果一条微

博在被多次转发后，仍然会被其他用户转发评论，说明该微博被不同群体的人群

普遍关注，具备极强的传播性和参与度，容易成为关注核心引起爆炸性传播。因

此，我们可以统计一条内容的二层扩散数、三层扩散数及四层以上扩散数，以判

断该条内容后续传播的效果。

在 Gephi框架中，我们使用图操作器 GraphHandler类对图数据进行操作，特
别是可以通过该类封装的 getDistanceByNode方法获取任意节点至原始节点的距
离。因此，我们设置二层转发数 twiceRepost、三层转发数 thirdRepost、四层及以
上转发数 multiRepost三个变量，获取有向图中的原始节点 orginNode，并利用该
原始节点实例化图操作器 graphHandler。随后遍历图中的每一个节点，若该节点
为原始节点则忽略，若为其他节点，利用图操作器 graphHandler 的
getDistanceByNode方法获取该节点至原始节点的距离，随后根据距离值对变量
twiceRepost、thirdRepost或 multiRepost进行适当的增量操作。在完成所有节点的
遍历后，即可统计出不同层级转发数的分布情况。

对转发层级次数的统计数据有利于我们判断微博的传播性与参与度，如果一

条微博的大量转发次数集中在二层转发，则该条微博可能存在水军炒作、公众参

与度不高等现象。若一条微博存在大量的四层以上转发，则说明该条微博具有很

高的互动性与传播性，各类型人群都对该内容产生了较高的兴趣与参与积极性。

4.3.7 对微博转发用户属性进行统计

除了此前的各类分析，对各个节点代表的微博用户，系统还会将这些用户属

性进行采集汇总，按照男女性别、是否为验证用户、所属地区等进行分布统计。

通过这些用户分布的统计，帮助我们发现该条微博主要关注者的共有特征，例如

主要为女性、集中在某些特定地域等特征。

首先，设置男性用户数 maleCount、女性用户数 femaleCount、验证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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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edCount等变量。随后遍历图中每一个节点所代表的微博用户，获取该用户
的微博属性，根据用户性别对变量 maleCount或 femaleCount进行增量操作，若该
用户为验证用户，则对 verifiedCount变量进行增量操作。

所有相关用户的所属区域由系统自行实现的类 LocationTransfer负责进行统
计，这个类中维护了一个由所属省份名、用户数为名值对的 HashMap数据结构，
当遍历到一个新节点时，将该用户所属省份在 HashMap中进行查询，获取对应的
用户数并做增量操作。此外，由于在官方提供的数据中使用了一套自有的省份、

城市编码对照表，因此需要将省份、城市编码与该区域的中文名进行对应，类

LocationTransfer将所有省份、城市的编码与其中文作为键值对进行保存，便于编
码与中文名之间的相互转化

4.3.8 节点中心度和节点 PageRank数值的计算

节点中心度是图论中表示节点重要程度的一种指标，一个节点的中心度越高，

往往表明这个节点在传播该条微博的人群中作为核心地位存在。本系统设计选择

中介中心值计算每个节点的重要程度，这是因为中介中心能够很好地衡量一个节

点作为传播媒介在消息扩散中所起到的作用。Gephi框架中，GraphDistance类封
装了对节点中心度值的计算接口，接口要求提供一个图模型 GraphModel作为计算
依据，并将计算结果直接保存到对应的节点属性模型 AttributeModel中。因此，
系统只需将先前创建的图模型、节点属性模型作为参数传入该接口，完成相关计

算，随后通过访问节点属性模型的不同属性获取不同类型中心度的计算结果。保

存中介中心度计算结果的数据列名被命名为 GraphDistance.BETWEENNESS 常
量。

对在微博转发流转的大量节点的分析中，系统也使用 PageRank算法计算每个
节点的重要程度。该算法也被封装入 Gephi框架中，调用方式与中心度计算类似，
因此不再赘述。

系统对每个节点，计算节点中心度、PageRank数值，并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
计算出每个节点的重要程度，以帮助挖掘转发流转流程中的重要用户。除此以外，

这个数值的计算为图的可视化设置提供了数据基础，我们可以根据节点不同的重

要程度将少数重要节点进行加大、标红等操作进行强调，使用户对不同节点在传

播过程中的作用产生直观的印象。

4.3.9 进一步对可视化模块的支持

在完成了图文件的相关计算后，系统需要继续优化 GEXF文件为可视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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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好的支持。首先，系统需要对图文件中节点位置进行合理分布，通过特定

算法获得清晰美观的节点布局。其次，系统对识别出的疑似重要节点对其节点大

小、颜色进行渲染，通过节点加大、颜色标红、显示名称等方式提示用户注意重

要节点。

系统采用 YifanHu 布局 [37]作为对图文件进行节点位置分布的优化算法，

YifanHu布局算法通过多次迭代完成节点位置的优化，而具体次数可根据自身需
求标准自行定义。迭代次数越多获得的优化效果就越好，但对计算资源的需求也

就越多，因此需要设置适当的迭代次数即保证较好的优化效果，又确保该优化过

程不会太过耗时。Gephi中封装有 YifanHuLayout类实现了该算法对图节点进行布
局设置，通过实例化一个该类的布局对象，并将图模型 graphModel作为参数传入，
即可该图节点按照 YifanHu布局算法进行布局。同时，系统根据图节点的个数自
动生成 YifanHu布局算法的迭代次数，系统采用方式为基础迭代次数五千次，图
中的节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计算次数增加10次。

完成节点位置的优化布局后，系统对重要度不同的节点通过标识不同的颜色

来提示用户。节点的重要程度根据先前计算出的中介中心及 PageRank值决定。通
常来讲，微博的原始发送用户拥有大量转发评论者，通过这样的策略，原始发送

用户往往作为中心节点，其他重要用户作为外围骨干呈现扩散性分布。

在对图节点的可视化设置上，我们将图节点的大小按照重要程度区分为7个不
同尺寸。具有最大连通性的节点通过较大的尺寸提醒用户该节点具备的不同于普

通节点。同时，在颜色上我们设置按照节点的重要程度由红色向白色进行渐变，

重要性大的节点往往呈红色，重要性越小节点越接近白色。通过对节点颜色和大

小的区别设置，我们对不同性质的重要节点进行区分，帮助用户对传播轨迹更直

观地进行认识。

4.4 可视化数据展示模块实现

4.4.1 前端展示实现技术

经过 html5、javascript等前端技术在工业界的不断优化改良，分析结果的呈现
方式越来越直观便捷。不论是从前端展示界面与系统后台的交互方式，还是图形

界面的展示，都可以拥有大量资源可供复用。在可视化界面方面，除了传统的表

格数据，新的可视化数据展示界面还能提供饼图、地域分布图以及各种定制插件

的显示。对于静态的有向图，基于 html5语言[38]的 sigma.js框架提供了良好的展示
支持，对于常规图表的数据展示，echarts、highcharts等可视化图表库提供了强大
的功能接口。在前后台数据交互方面，越来越多先进交互方式及数据封装格式不

断出现。Ajax采用的异步数据交互形式能够很好地支持分析结果的动态获取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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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可视化页面通过调用相关数据访问接口，获取 JSON格式封装的接口数据，
根据这些数据提供正确的数据展现。

4.4.2 Sigma.js框架

Sigma.js[39]是一个独立的不依赖于第三方 javascript 的图形类库,它基于 html
canvas绘制复杂网络点线图，支持加载 JSON或 GEXF文件格式。它专门针对浏
览器前端展示设计，能够非常好的生成静态或者动态的互动网络图形。

该框架的加载过程非常简单，通过 sigma.js加载 GEXF图文件数据就能完成一
个静态有向图的交互性展示.同时，在展示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框架接口自行定义
图文件的显示方式及动态效果。该框架通过一个 html5画布支持图的动态展示，包
括放大缩小、平移、动态高亮等效果。首先，创建一个图文件展示实例对象 sigInst，
为它指定所属的 div标签“sigma-example”。这样，就会在该标签出自动创建一张
html5画布，对图文件进行展示。同时，在创建的实例对象 sigInst中使用 JSON数
据格式对图像的前端展示属性进行设置，包括前后背景颜色、节点大小、节点类

型、画布大小等。随后，加载 GEXF文件，框架将自动解析文件中的图文件数据，
并将图数据利用 html5 canvas画布进行绘制渲染。最后，对象 sigInst中的 draw方
法将会执行画布的显示。

4.4.3 Echarts图表框架

其余图表系统采用 echats框架进行展示，它功能更加强大，使用配置也更为
复杂。Echarts框架是百度公司开发并开放源代码的一套图表库，其中集成了几乎
大部分常见的图表界面元素，并实现了很多先进的用户交互方式，具备很高的直

观性和易用性。虽然它包含了多种不同界面元素，但其实现结构的理解并不复杂，

主要架构及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4-5 Echarts架构示意图
Fig.4-5 Echarts architectur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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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利用 Echarts提供的要素齐全的图表支持，只需完成相关图表的配置和数
据 API接口，就能获得良好的数据展示交互效果。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饼图配置
过程来了解 echarts的相关配置流程，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首先，Echarts框架中的每一个图表都会被分配到一个 div布局标签中来进行
显示，我们为饼图配置对应的 div布局标签“pie”。随后，根据框架的相关 API，
我们将需要设置的相关属性通过 JSON格式的配置文件对饼图性进行配置，通过
设置不同标签的值完成图表展现的定制化实现。每个类型的图表都有大量的属性

可供自行配置，定制化程度较高，拥有大量不同含义的字段，具体配置参数可参

考官方 API文档 http://echarts.baidu.com/doc/doc.html。

在本系统中，我们对所需展现饼图的标题、提示内容、图例、工具框、数据

内容数组等属性进行了配置。框架会自动解析这些 JSON数据，并将配置的数据
设置到对应的属性中去。这些名值对根据不同命名对图例的不同属性进行表述，

例如 title字段规定了图例的名称，data字段规定了图例中不同数据的命名，series
字段规定了详细的数据变量值。这些名值对遵循 JSON语法，可以使用一个 JSON
对象作为对应字段的值。需要注意的是，特别是在数据内容字段 series中包含了
图表生成所需的相关数据变量，是完成整个图表展现所需的所有必要元素。Echarts
框架支持动态加载 JSON数据的功能，这需要通过 ajax请求动态地通过系统获取
数据内容 JSON数据，框架中有对应的接口便于用户发起动态加载数据的请求。

4.4.4 系统交互与可视化示例

由于前端展示实现代码大多需要较多繁琐的属性配置，且调用了多个前端图

形化实现框架，因此并不需要对前端展示进行太多的自行设计与实现，主要工作

大多投入于对调用的图形化框架的接口熟悉、理解与使用的过程中。同时，由于

技术实现上不存在自行开发的各种难度，系统设计实现时主要在数据展示界面的

直观易用性上进行设计考虑，努力将数据分析的结果利用最容易理解的图形化展

示方式进行表示。因此，在前端可视化模块的实现过程中我们主要进行界面设计

的相关讨论，对底层实现过程进行了一些省略。

在用户与系统的交互界面中，最基本的就是用户登录界面，由于新浪微博登

录系统已经实现了利用账号、密码登录的相关界面，因此系统直接调用该登录页

面供用户使用。这样即简化了系统开发的过程，也使得用户对系统的上手使用门

槛更低。在如下的登录界面示意图中，用户可以选择通过自己的用户名、密码进

行登录，或者通过移动客户端扫描二维码形式登录。对于没有新浪微博账户的用

户，系统免去了用户注册填写表单的过程，直接将用户重定向至新浪微博账户注

册页面，这也简化了系统的用户管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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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系统登录界面示意图
Fig.4-6 system login diagram

用户完成账号登录后便可以开始正式使用系统。本系统由于并不是一个成熟

的公开提供服务的互联网产品，因此在交互界面中写明了本系统的主要功能为演

示示例。用户登录完成后，进入系统的主要交互界面，该界面较为简洁，主要由

微博 URL输入框以及微博分析按钮组成。用户将需要分析的微博链接填写在输入
框中，并点击分析按钮完成，该操作过程与常见的搜索引擎操作步骤类似，学习

成本较低。

在主要交互页面的实现上，我们使用了 bootstrap 框架对页面进行渲染。
bootstrap框架主要对网页的层叠样式表进行定义，通过 css文件对页面中每一个
div元素的位置、大小、样式进行规定，同时对字体等页面元素进行了定义。此外，
一些特殊界面组件也离不开层叠样式表[40]的定义，例如界面中的圆角按钮就是通

过 css公式进行定义并绘制，当页面中出现一些鼠标点击或移动事件，也可以通
过这种方式实现一些动态变化效果。由于该框架能够很好的对整个页面元素的位

置进行控制，特别是针对不同浏览器及浏览终端的分辨率，框架能够自动对页面

进行布局调整，因此本系统完全使用 bootstrap对页面元素的位置进行布局。

在页面最上方显示的是系统导航栏，主要包括项目名称、主页导航栏、系统

介绍导航栏和联系方式导航栏，每个导航栏将转向对应的页面将系统页面进行显

示。页面正中就是用户与系统进行交互开展数据分析的输入框及按钮，页面底部

我们可以将 ICP备案信息、版权信息等内容加入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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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系统输入图
Fig.4-7 system input diagram

那么当系统用户输入分析链接并点击分析按钮后，系统又是如何将数据分析

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现的呢，我们重点对数据分析结果展示页面进行实现描述。首

先，用户如果能够通过图像的方式查看微博转发传播轨迹，就能够理解一个消息

是怎样由信息源开始一步步慢慢扩散地，这种过程与轨迹只有通过图形展现才能

不损失任何细节，传统的文字或图标表述缺乏足够的表达能力。因此，系统使用

之前介绍的 sigma.js框架形成一个微博流转传播的示意图，并在结果展示页面中
显示。用户在对传播示意图查看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鼠标操作动态的对图像进行

缩放操作，既可以宏观地查看微博整体转发情况，又可以缩放到某一个详细的节

点查看重点细节。图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带有用户名标签，对应于微博中的一个具

体用户，一些重点用户对应的节点还会被加大标红，提醒用户进行关注。

图 4-8转发关系分析结果图
Fig.4-8 system repost analysi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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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转发关系示意图是在社交网络用户关系维度上对微博进行的分析，热度

分析结果图则是从时间维度上对微博进行分析。热度分析主要通过统计不同时间

段内微博的转发量判断微博在不同时间内被人们关注转发的程度，以预估下一个

时间周期内微博热度的变化。一条微博受关注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多次

发生变化，一般都会存在发酵期、爆发期、衰落期、重新关注期等多种不同的状

态。同时，微博关注热度的各种变化也与各种环境变化、重要事件等紧密关联，

相关热点事件爆发、微博被放入推荐栏等因素都会导致微博热度发生变化，而该

热度分析数据图从时间维度上可被当成一种数据决策依据。

图 4-9热度分析结果图
Fig.4-9 system energy analysis diagram

热度分析结果图除了上图中显示的点线图模式，还可以支持柱状图进行显

示，用户可以通过右上方工具框中的按钮进行设置。除此以外，该工具栏还

支持用户对热度分析结果图进行自定义的标注、剪切、截图等操作。这些功

能均由可视化图形框架提供，系统只需将分析数据结果进行输入即可。

上述分析图表均对微博实体开展数据统计分析，而微博与参与其转发的用

户联系密切，在对微博的分析过程中，参与传播的用户属性也同样重要。系

统将这些用户属性进行统计，并通过用户分布分析结果图、用户地域分析结

果图等方式对分析统计数据进行展现。在下面的用户分布分析结果图中，用

户属性的区别通过饼图的方式被进行区分，用以统计不同属性用户参与的比

例情况。饼图统计的属性包括转发层级比例、男女比例、认证用户比例等，

这些用户比例的数值差异往往代表着微博的不同性质，三层、四层及以上用

户转发比例越高的微博就拥有越高的扩散性和交互性，男女比例的区别能够

发现微博话题更被哪个性别的人群所关注，认证用户比例的区别能够协助用

户对微博真实性进行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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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用户分布分析结果图
Fig.4-10 user analysis diagram

用户地域分析结果图主要对用户的地域属性进行统计，同样的微博内容对

于不同地域的人群来说获得的关注程度往往也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微博涉

及用户的所属地域进行统计，往往能够让用户感知到不同地域的风俗文化对

特定内容的不同接受程度和敏感性。同时，系统采用地图形式对用户地域分

布进行展示，对用户较多的地域通过颜色加深的方式进行重点强调，用户需

要查看该地域具体用户数量时，可以将鼠标移至该区域上方获取。这样的分

析方式有助于用户发现一些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微博话题，或者对一些地域性

话题进行验证，查看是否存在水军炒作的成分。

图 4-11用户地域分析结果图
Fig.4-11 user location analysis diagram

在以上提供的多个示例中，我们将数据数值的变化通过图像进行展示，能够

形成较为直观的微博分析结果，为用户的判断做出参考。在这些结果图像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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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系统借助了成熟的可视化图形框架，通过注入分析结果数据进行可视化

展现。这样使得系统主要关注于图形化展示的用户体验及数据交互接口的设计实

现，封装了可视化图形元素的具体实现技术，通过复用降低了系统实现的复杂度。

4.5 本章小结

系统的编码实现过程是对前期系统设计概念及相关模型的具体实现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通过软件工程学手段对系统的边缘、交互接口、内在结构进行设计实

现是满足既有系统需求的关键。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实现过程，能够对系统的可用

性、鲁棒性等质量指标进行有效的管控，确保实现过程的顺利完成。对于本系统

而言，通过良好的 UML设计以及对现有成熟框架的复用即能够保证工程的效率，
又能够保证系统良好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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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验与分析

5.1 系统部署

出于对系统相关功能、性能情况开展实验分析的考虑，我们将系统部署在了

实际工作环境中对外提供服务。为实现系统的真正开放使用，还需要将系统提交

新浪微博开放平台完成由测试状态到上线服务状态的审核。系统经过审核后，任

何新浪微博用户都可以凭借其新浪微博账号使用系统的相关服务，而测试状态的

系统仅能通过系统开发者的测试新浪微博账号进行简单功能测试。

图 5-1 系统部署信息图
Fig.5-1 system deployment diagram

如上图所示，通过完善网站域名、IP地址、ICP备案等信息并提交新浪官方
审核通过后，系统即可上线。本系统部署域名地址为 http://www.kryptonal.cc，访
问该链接地址，并通过新浪微博账号登陆认证后，即可开始使用本系统相关微博

分析功能。

5.2 系统性能测试

5.2.1 系统响应时间测试

对于提供公开服务的系统来说，需要能够同时对批量用户的操作请求进行相

应。按照需求分析中对系统性能提出的需求，系统应该支持100个客户端同时访问
并开展数据操作，同时对用户请求的响应时间应控制在5秒以内。我们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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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mpact在线性能测试工具来完成对系统性能的测试，它将使用全球不同地区
的 IP地址模拟50个真实的浏览器客户端对系统进行并发操作测试，统计系统响应
时间等参数，以帮助我们对系统性能进行评估。

图 5-2 系统性能负载结果示意图
Fig.5-2 system performance test diagram

如上图所示，测试工具通过不断增加模拟的测试客户端数量，对系统的响应

时间情况进行统计，直至测试客户端达到50个的峰值。图中的绿色线条代表测试
客户端数量，图中的蓝色线条代表系统的平均响应时间。通过测试结果发现，在

测试开始初期，系统的平均响应时间变化幅度较大，从2秒至4.5秒区间内大幅度
变化；在测试后期，尽管测试客户端并发数不断加大，但系统响应时间稳定在2
秒至3秒区间内。发生这样的数据变化是因为在测试初期，系统需要通过大量 I/O
请求和 CPU计算来对请求进行响应，系统开销较大，无法保证稳定的响应速度；
在测试后期，系统完成了缓存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保证了稳定的性能表现。

5.2.2 系统负载能力测试

除了对系统的外部性能表现进行监控外，我们还通过对运行分析系统的服务

器相关性能表现进行分析来优化系统的负载能力。此类系统通过 web界面的方式
向用户提供特定的服务功能，服务器带宽、CPU计算能力、内存使用率、I/O读
写等性能指标一旦达到瓶颈，就会影响系统运行效率破坏用户体验。因此，在测

试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性能反馈参数进行针对性优化。

在系统服务器端，我们选择使用 nmon性能监控工具对其 CPU、内存、I/O、
网络带宽等性能进行监控。Nmon是一个由 IBM开发的，在 AIX、Linux系统环
境下广泛使用的性能监控与分析工具，它可通过终端打印和文件日志两种方式对

万方数据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实验与分析

第 50 页

系统性能变化情况进行展示。在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中，系统在多数情况下能够通

过多核 CPU并行处理系统的相关计算需求，合理对内存、带宽进行调度使用，硬
盘的相关读写性能也能够满足系统的相关需求，运行过程中系统性能在可控范围

内小幅变化。

图 5-3 nmon性能监控示意图
Fig.5-3 nmon performance monitor diagram

但是，在某些时间段内，系统出现了一些性能开销峰值的情况。例如在系统

进行前端数据采集的过程中，系统的磁盘 I/O读写、网络带宽开销达到了最大值，
但 CPU使用率仍维持较低水平。在系统进行转发关系图抽取、Layout计算时，系
统的 CPU使用率达到了峰值，反而磁盘 I/O读写、网络带宽等性能消耗较小。对
于该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选择高 I/O性能的采集存储节点专门用于前端数据采
集工作，选择高计算性能的数据分析节点专门用于数据分析工作，通过相互配合

达到最好的负载能力。

5.3 系统功能测试

5.3.1 系统数据采集分析准确性测试

除了对系统的性能进行测试外，我们还需要对系统的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测试，

确保计算过程的准确可靠。这里的测试包括对数据采集的完整性进行验证、核实

数据分析处理过程的准确性等。我们随机选取不同数量级的微博进行分析测试，

对分析结果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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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系统功能正确性验证结果表

ID编号 实际传播量 分析传播量 正确率

BCB0ijOui 107 107 100%

BCLGm0iNi 1354 1346 99.40%

BCUamAs5y 3646 3646 100%

BCPmDaiNw 11136 11132 99.90%

如上表所示，按照数据采集和分析数量级的区别，我们分别选择不同量级的

转发内容进行分析。测试发现，当微博转发量在1000条以下时，系统能够保证100%
的正确率；当微博转发量在1000至2000条的区间内时，系统正确率有所下降但仍
保持99%以上；当微博转发量在2000至5000条的区间内时，系统重新保持了100%
的正确率；当微博转发量在5000条以上时，系统的正确率随转发数的变大而慢慢
降低，但在10万条以内的区间内始终能够保持较高的正确率。

产生上述变化的原因在于，当微博转发量在2000条以下时，系统依赖官方 API
进行数据采集，系统正确率随着官方 API的数据完整性而改变。当微博转发量在
2000条以上时，系统通过分布式爬虫进行数据采集，从而保证了较为稳定的正确
率表现。

5.3.2 系统异常数据处理测试

在确保采集过程及分析过程准确性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对可能出现的异常

恶意输入数据进行防范。由于系统部署在公开网络中，这使得系统必须能够应对

带有不良意图的恶意输入数据，以应对跨站攻击、数据库注入攻击等常见形式的

网络攻击行为。

表5-2 用户恶意输入处理结果表

用户输入样本 测试结果

uni*on+sel*ect+1 提示错误输入

%252f%252a*/UNION%252f%252a
/SELECT%252f%252a*/1 提示错误输入

%3Cscript%3Ealert('XSS')%3C/script%3E 提示错误输入

src=&#x6A&#x61&#x76&#x61&#x73&#x63&#x72& 提示错误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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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9&#x70&#x74&#x3A&#x61&#x6C&#x65&#x72
&#x74&#x28&#x27&#x58&#x53&#x53&#x27&#x2

9>

我们搜集了一些恶意用户输入的样本案例，并在本系统进行了相关测试，以

验证系统能否应对异常的用户输入数据。上表中为系统对于对应输入数据的反馈

结果，可以看出系统能够良好的处理异常用户输入数据，保证自身的可用性与安

全性。

由于系统并不存在其他用户交互接口，因此只要确保部署过程中对操作系统、

web服务器的合理配置，系统即可获得较高的安全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安全运维
工具的运用，能够帮助我们对一些网络恶意攻击行为进行发现，从而进一步保证

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5.4 本章小结

本章中，通过对系统实际部署后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帮助我们对系统的实

际运行情况进行进一步了解分析，验证相关设计实现过程是否满足最初的业务需

求。同时，对于系统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的现象及问题，通过对其产生原因的进

一步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对系统及相关业务过程的认识，进一步对相关设计

及实现方式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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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工作和创新点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在新浪微博网络平台上的数据分析挖掘自动化系统的设

计实现相关技术过程及思路，对社交网络中大量产生的用户生成文本内容及用户

关系数据采取了一些具有创新性和改进性的分析方式和方法，能够有效得从社交

网络数据中发现内在深层数据价值，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和适用范围。同时，通过

系统的设计实现过程，我们还对数据挖掘[41]、图论等相关领域的经典概念、算法

进行了实践，学会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将相关概念更好的进行应用。

通过本系统的实际部署应用，我们能够基于新浪微博社交平台对特定事件、

特定内容开展深入的挖掘分析工作，寻找出在新浪微博内容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潜在用户，发现特定内容的热度走向趋势，对特定内容的受众群体进行较

好的归类与分析。这都能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社交网络中消息传播的深层机制、

更快地根据受众群体及其反馈调整宣传推广策略，从而正向的利用社交网络服务

推动自身工作。

6.2 后续研究工作

本系统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其功能，特别是适应大数据时代全

量数据采集的需求，通过更好的数据采集机制和数据存储机制实现对社交网络平

台中数据的全量采集。在 Hadoop、Spark等各类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分析处理平台
越来越成熟稳定的技术背景条件下，从更大的规模上对数据开展分析挖掘也已经

成为可能，特别是不再拘泥于局部微观数据，而是对批量微博数据的数据分析挖

掘能够更好的帮助用户对微博宏观用户动态进行深入直观的了解。

此外，从数据价值来看，本系统可以进一步对用户生成的文本内容进行挖掘，

借助自然语言处理[42]的相关技术方式方法，对用户情感、观点倾向进行评估和归

纳梳理，发现更多数据背后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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