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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旅游资料管理系统网址，进入登录页面。如图。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2 视频监控系统 

2.1 景区维护 

点击“系统管理”按钮菜单，点击“景区维护”子菜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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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按钮，新增景区信息。如图。 

 

2.2 设备维护 

点击“视频监控”主菜单，点击右侧的“设备维护”子菜单，可以维护视频

监控。如图。 

 
 

新增视频流 

点击右上角的“新增”按钮，添加景区视频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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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属景区”（2.1中维护的景区信息）等视频流信息，输入正确的 rtsp

流地址，完成确认即可。 

 

修改视频信息 

点击某条视频监控后面的“修改”按钮，可以修改视频流信息。如图。 

 
 

删除视频监控 

点击某条视频监控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修改视频流信息。如图。 

 

 

弹出提示框，是否确认删除，点击确认，则该条视频监控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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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监控查看 

点击“监控查看”菜单，可以查看视频监控。 

注：电脑端需安装 VLC播放器，并且用 IE 浏览器登录系统，才可播放视频监控。 

 

窗口右下角支持分多窗口查看多个视频视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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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的视频流，可以在《旅游大数据系统》视频模块的二级页面展示，

详情见旅游大数据系统。 

 

3 舆情监测系统 

3.1 舆情查询 

3.1.1 舆情列表 

点击“舆情管理”菜单，点击“舆情查询”，点击子菜单“舆情列表”，展

示系统所有的舆情信息。如图。 

 

 

3.1.1.1 舆情分类查询 

可以按特定的条件查询舆情信息，如所属项目。如图。（项目在 3.4.2 中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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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舆情原文查看 

点击文章标题，标题标蓝加下划线，可以进入原文链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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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舆情标负 

     点击舆情列表文章后面的“标负”按钮，可以将文章标注为负面信息。可

以在舆情分析中查看。 

 

3.1.1.3 舆情删除 

点击舆情列表文章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将文章信息删除。 

 

 

3.1.1.3 舆情收藏 

点击舆情列表文章后面的“收藏”按钮，可以将文章信息收藏。在 3.12收

藏列表总可以查询到收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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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舆情收藏 

 点击 3.1.1 中的舆情列表后面的“收藏”按钮，可以收藏舆情信息。 

 

可以根据标题在搜索框中搜索舆情信息，也可以点击标题查看原文信息，同

3.1.1.2。 

3.2 舆情分析 

舆情分析，针对爬取的舆情内容进行舆情分析。 

3.2.1 舆情概况 

        舆情概况统计了“舆情涉旅资源舆情情感排行”（爬取的涉及到餐饮、

酒店、旅游社、景点、厕所、特产五类的正负面消息数）、近一周的“信息

情感走势图”、“抓取的媒体类型占比”、“预警信息”、“负面信息”。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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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舆情概况分析 

查询特定时间段内（筛选日期）舆情总体概况，包括文章数、阅读数、回复

数、点赞数以及爬取站点数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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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舆情涉旅资源分析 

统计涉旅舆情，分析舆情信息。包括：“涉旅舆情分析汇总”、“景点舆情

走势”、“餐饮舆情走势”、“酒店舆情情感分析”、“涉旅舆情情感走势分

析”、“景点舆情分类占比”、“餐饮负面舆情分析”、“酒店负面舆情分析”、

“涉旅负面舆情分析”、“景点负面舆情分析”、“餐饮负面事件排行”、“酒

店负面舆情来源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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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舆情统计 

 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默认显示近一周舆情信息，选择监测项目，点击“产生

报告”按钮，分析舆情报告。如下图。 

 

 
汇总舆情数据从开始日期到结束日期爬取的数据总量，其中各类网站分别爬

取的数量占比，正面舆情条数，负面舆情条数，预警舆情条数。 

监测项目在什么时间达到峰值，峰值为多少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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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舆情来源占比，正负面比例，展示爬取的关键词云。如上图。 

3.3 舆情预警 

资料上传窗口，将本地的资料上传到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如图。 

 

3.3.1 舆情预警 

舆情预警，展示的是所有产生预警的信息，根据 3.4中的预警配置关键词，

系统自动产生与关键词相关的预警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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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所属项目（2.4.2中配置的监测项目），监测时间，信息属性（正负面）

筛选信息。 

3.3.1.1 预警信息收藏 

点击信息列表后面的“收藏”按钮，可以收藏信息，在 3.2.2 中收藏列表中

可以查看收藏的信息。 

 

3.3.1.2 预警信息删除 

点击信息列表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信息，该信息从列表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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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信息原文查看 

点击信息列表标题，标题变成蓝色，可以进入原文查看页面。 

 

 

3.3.2 舆情预警收藏 

    查看 3.3.1.1 中收藏的预警信息 

 

 

可以按标题，在搜索框中输入标题，查询特定的预警信息。 

3.3.2.1 取消收藏 

点击信息列表后面的“取消收藏”按钮，改记录从收藏列表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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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舆情配置 

  配置舆情抓取时的相关规则信息。 

3.4.1 预警配置 

配置预警规则，即抓取的文章满足配置的规则后，会产生预警信息。 

 

 

3.4.1.1 新增预警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可以新增预警信息规则，*号为必填项目。 

输入“预警方案名称”、“设置预警词”（当文章中出现设置的词，即产生预警

信息）、“设置推送邮箱”和相应的额邮件接收时间。 

当产生预警时，会以邮件的形式推送到设置的电子邮箱。也可以不设置邮箱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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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编辑预警信息 

   点击预警项目后面的“编辑”按钮，可以编辑预警项目信息。点击“保存”，

保存修改后的信息。 

 

 

3.4.1.3 删除预警信息 

点击预警项目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预警项目信息。该预警项目从

项目列表中删除。 

 
 

点击“确定”，项目删除，点击“取消”，取消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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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监测项目配置 

设置监测项目，配置监测关键词，获取关键词相关舆情信息。 

 

3.4.2.1 关键字查询 

在关键字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查询”，可以查询特定的关键字信息。  

 

3.4.2.1 新增监测项目 

点击右上角的“新增”按钮，新增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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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项目为必填项。 

2. 任意关键词：可以填写多个关键词，关键词之间用顿号“、”分隔开，

系统爬取时，先匹配任意关键词中的任意一个，爬取相关数据。 

3. 关键词：可以填写多个关键词，关键词之间用顿号“、”分隔开，根据

2中爬取的数据，在进行“关键词”组中的关键词匹配，筛查符合要求的文章。 

 

3.4.2.2 编辑监测项目 

点击监测项目后面的“编辑”按钮，可以修改项目信息。如图。 

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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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删除监测项目 

点击监测项目后面的“删除”按钮，可以删除项目信息。该项目出监测项目

列表中删除。 

 

3.5 采集源管理 

 



 第 20 页，共 22 页 

3.5.1 站点管理 

配置采集的站点信息。如：百度、微博、今日头条、新闻网、光明网、搜狐

网等。 

站点信息可以“新增”，“编辑”，“删除”等。 

 

 

3.5.2 采集源管理 

根据 3.5.1中配置的站点，设置具体的采集源信息，爬取网站数据。 

 

3.5.2.1 基本信息 

显示设置的爬取规则的基本信息，包括网站抓取频率和抓取优先级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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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文章列表采集地址 

设置获取文章 url 的采集规则。 

 

3.5.2.3 文章列表采集引擎 

设置文章列表的采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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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4 文章采集引擎 

设置文章内容的采集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