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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背景 

 1.1 概述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网友言论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

网上舆论，通过这种网络来表达观点、传播思想，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达到任何部

门、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地步。可以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

放大器。 
 

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

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主要通过 BBS 论坛、博客、新闻跟贴、转贴等实现并加以强

化。当今，信息传播与意见交互空前迅捷，网络舆论的表达诉求也日益多元。如果引导不

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 

1.2 目标用户 

1.2.1 政府相关部门 

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如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有效引导，以及对网络舆论

危机的积极化解，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创建和谐社

会的应有内涵。 
  
 比如，2007 年重庆的“ 牛钉子户”、山西“黑砖窑”事件，2008 年的绥德事件、西

门事件，2009 年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罗彩霞案、杭州肇事案，2010 年宜黄自焚

事件，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等相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网络舆情热点。这一系列事

件的发生表明网民参政协议政和民权意识不断提高，其强大的影响力也正日益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肯定，成为各级政府领导的决策参考。 
 
 为了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和信息内容的安全管理，各级政府部门迫切希望及时

了解舆论动向，引导舆论发展，制定出正确的策略方针，并能及时采集措施进行有效的干

预。因此，基于互联网的舆情监控对于了解社情民意，缓解舆论压力，建设和谐社会具有

重要作用和意义。 
 

1.2.2 企业相关部门 

对于一个注重品牌效益的企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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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新产品发布了，怎么知道用户的反馈呢？ 
公司在业界的口碑如何，是不是得找个人去收集一下？同行都有哪些，他们都在做些

什么，要不要找个情报收集人员去整理一翻？ 
刚开过行业大会，我们公司的领导在大会上发了言，也不知道有多少媒体正在报道或

引用领导的发言，领导很是关心，得找个渠道收集一下？ 
为了提高公司业绩，公司领导希望能参一些展会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或者了解一下

哪里有这方面的市场机会，企划部是不是得有个人去收集一下这些情报。 
 …… 
 
 在现在的社会和网络空间内，人们对某一事件、产品和社会议题表达相关的意见，并

进行一定程度的传播，网络传播的迅捷，表达的方便性及可隐藏真实身份信息等特点使得

在 WEB2.0 时代，人们越来越喜欢和习惯于利用网络来表达自己对某一特定事件、产品、问

题和现象的看法、态度、意见和情绪。一旦引发其他相关网民的公民，就会形成巨大的传

播效应，网络时代使得蝴蝶效应逐步被事实证明。而且过去的“三鹿品牌毒奶粉事件”、

“凯美瑞汽车气囊未开事件”和 近的“达芬奇家具事件”等（附下表统计），也充分证明

了企业对网络信息及时监控和做出反应的必要性。 

 

2011 年 6 月 10 日至 7月 14 日统计数据 

事件 互联网网页数 时间跨度天数 新闻报道转载数 影响程度 

哈药“污染门” 533,000 19 2,080 ★★★★ 

骆驼“欺诈上市门” 109,000 8 435 ★★★ 

统一“塑化剂”危机 1,520,000 20 4,360 ★★★★ 

葛兰素史克“染塑危机” 8,440 19 6,750 ★★★★ 

三峡集团金沙江建 4巨型电站 962,000 6 305 ★★★★★ 

蓝月亮致癌风波 1,450,000 14 324 ★★★ 

富士康“洗澡死”事件 1,430,000 9 198 ★★★ 

涪陵天价榨菜惹争议 1,320,000 20 4,115 ★★★★ 

雨润“问题肉”事件 322,000 11 1,860 ★★★★ 

中海油漏油事件 1,140,000 23 7,550 ★★★★★ 

奥的斯北京电梯事故 175,000 6 6,140 ★★★★ 

华光股份总经理坠楼身亡 167,000 4 201 ★★★ 

达芬奇家具造假事件 762,000 4 4,739 ★★★★ 

     

 

注： 

1.“互联网网页数”是以事件在各搜索引擎加权平均数为标准； 

2．“时间跨度天数”依据事个搜索引擎中事件热点趋势图进行判断，选取新闻报道量大于一定阈值的区

间； 

3．“新闻报道转载次数”取事件的“多个搜索词+各新闻搜索引擎”加权平均值； 

4．“影响程度”评级是互联网网页数量、时间跨度天数、新闻报道转载量三者给定权重后计算所得的区

间。 

 

诸此种种，企业每天都会面临到的这些息息相关的问题，是不是得成立一个部门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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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做这些事。确实有必要，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展现的多样化，网站、论坛、博客、RSS
等为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也给收集这些情报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在

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时，人们往往只能借助于搜索引擎提供的检索功能，但由于搜索引

擎面向的是大众的需求，无法提供更精准的结果，同时由于搜索引擎的检索结果有一定的

时效性，对于一些特定的行业不能满足其特定的需求。 
 
通过《瞬速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可以时刻监测互联网上 新的新闻、博客、论坛等

与您的企业息息相关的资讯信息。监测着有关您的企业和产品如何被报道？您的竞争对手

都在做些什么？ 提示您哪些情报中存在有您潜在的业务和发展机会。揭示着您企业新产品

发布后的媒体传播轨迹，收集用户的评价与反馈，为产品的改进与升级提供第一手的情报

资料。时刻跟踪您企业所在的行业 新的技术与行业发展动态资讯、展会信息。 
 

2 功能特点 

《瞬速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是一款功能强大、简单实用的互联网情报采集、监控、

跟踪与分析的软件。依托自主研发的搜索引擎技术和文本抽取技术，通过网页内容的自动

采集处理、敏感词过滤、智能聚类分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统计分析，实现各单位对

自己相关网络舆情监督管理的需要， 终形成舆情简报、舆情专报、分析报告、移动快报，

为决策层全面掌握舆情动态，做出正确舆论引导，提供分析依据。 
 
软件提供多种情报监测功能，网站跟踪、论坛跟贴、全网监测、微博监测可以无遗漏

地满足了目前互联网信息监测所必需的作业模式。系统与国内外 30 多家知名的全网搜索引

擎进行对接，可提供全方位的全网监测情报。与 80 家大型论坛模板提供商进行对接，可以

提供对全网 30,000 家以上的论坛进行监测与跟贴。8000 余份电子报纸、5000 余份杂志、

50000 余家网站、以及政府统计机构和协会的公开发布的信息。覆盖了医药、化工、食品

等 35 个行业。十多家知名微博客网站达成合作实时监测。每日 24 小时实时更新，提供有

专业的情报管理、编辑与简报生成功能，让您在处理繁杂的情报时也能得心应手。 
 
软件具有以下特色功能： 

2.1 监测采集功能特点 

 支持多种语言：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文等多国语言，可添加其

他语言 
 添加监测网站操作简单，只需要输入一个目标网站的地址，或者一个关键词或是

一个论坛网站的入口地址即可进行监测，无需复杂的配置。 
 支持多种编码：GBK、BIG5、UNICODE、UTF8、GB2312，软件会自动转换 
 支持多种站点类型: 

支持静态网页网站(.htm, .html, .shtml)  
支持动态网页网站(ASP,ASP.NET, PHP,JSP, CFM, CGI…)  
支持 Web 2.0 AJAX 动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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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采用了防盗链措施的网站  
支持采用了 HTTPS 通信加密的网站  
支持对查询次数限制作了限制的网站  

 支持用户名、密码、验证码、需回复的自动登陆 
 支持海量信息采集，可下载各种类型文件 
 自动获取动态 IP 功能，可防止个别网站进行反监测 
 数据增量采集，支持自动、实时更新 
 支持每类采集信息的自定义来源和分类 
 支持智能采集替换功能，可以将内容中嵌入的所有无关部分如广告去除，支持多

页面文章内容自动抽取与合并 
 支持记录唯一索引，避免相同信息重复入库 
 数据采集后，直接压缩保存在如 Access、Oracle、SQL Server、Sybase 和 MySQL

等主流数据库 
 对下载的信息进行管理、搜索、标注、转移，并设定专门的成果区进行分类、编

辑 
 支持数据的导入、导出：按指定批量数据（包含附件）；按日期过滤展示舆情。 
 支持对微博类网站的实时跟贴监测 
 搜索任务可采用手动、定时开启[每天几点开始采集]的方法 
 对需要监控的网站或网址进行扫描，对于未更新的页面会自动跳过。 

 

2.2 情报分析功能特点 

 支持搜索引擎检索（百度、google、msn 等），可添加境外的搜索引擎 
 支持境内外目标网站、博客、论坛的定向采集，可对下载网址手动设定优先级 
 支持对下载信息关键字的组合检索（"与"、"或"） 
 对已下载或正在下载的信息进行关键字的内容监控，并自动保存在指定目录下 
 支持多种检索语法 
 可根据用户需要采用自主搜索引擎和元搜索等方式对整个互联网信息进行采集和

监控； 
 支持双引擎的关键字舆情识别; 

 

2.3 舆情监测系统软件架构 

 软件运行时占用资源少，在 20 个采集线程的情况下，CPU 平均占有量不到 20%; 
 支持大数量的舆情监测 
 支持多线程并发监测 
 支持 ORACLE\MYSQL\SQL Server\Sybase 等大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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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安装 

 下载软件安装包：http://www.sunshotsoft.com/appexe/KWebWatcher.exe后，双击安装，

选择默认安装模式，总是点击“下一步”按钮直到软件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 

 
图 1 开始安装 

 

 
图 2 完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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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启动软件 

4 快速入门 

 本节内容主要概述了如何使用《瞬速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快速监测与您感兴趣的情

报。 
 

4.1 添加监测主题分类 

 

 

 在软件的主工具栏点击“添加类别”，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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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需要监测的主题分类 
 

4.2 添加监测主题项目 

在软件的主工具栏点击“添加主题”，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添加监测主题 

 
 选择监测分类为“公司品牌”。然后在监测主题名称中输入您需要监测的主题名称如“达

芬奇家具”。在包含以下全部关键中输入您需要监测的关键词如：“达芬奇 家具”。请勾选

上“允许自动添加全网监测站点”选项，点击“确定”。 
 

4.3 开始监测相关的舆情 

 

 

 

 点击开启监测按钮，软件就开始从互联网上监测相关的舆情，等待约 1 分钟不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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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软件就会收集到相关的舆情信息。 
 

 

软件监测效果 
 

4.4 制作相关的舆情简报 

 
 在监测到的舆情情报信息列表上选择一条或多条信息，右键菜单，选择“收录到本期

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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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到本期简报 

 软件将自动按周生成一份简报，如下图所示，在简报结点右键菜单中，选择“生成舆

情简报”即可生成相关的简报。 

 

生成的舆情简报 

 9



  

5 使用说明 

5.1 概述 

 通过前章的快速入门用户应该对软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本章的内容我们将对软件

的每个功能进行详细的说明以指导用户在日常舆情监测工作中操作指南。 

5.2 数据库设置 

5.2.1 登录舆情库 

 软件安装默认连接的是 ACCESS 数据库，ACCESS 数据库由于容量有限和运行速度较

慢，难于在实际的舆情监测工作中应用。所以正式开展工作时，我们需要将监测软件连接

到一些大型的数据库系统如 SQL SERVER、ORACLE、MYSQL 等。 

 
连接 ORACLE 的设置 

5.2.2 压缩舆情库 

 压缩舆情库只针对 ACCESS 类数据库，由于 ACCESS 数据库在使用中数据删除后系

统没有马上删除相应的占用空间，需要通过压缩舆情库进行优化舆情库以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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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监测网站设置 

 目前 新版的试用软件提供有 4 种模式的情报采集部署方案。我们可以在工具栏上找

到打开进行部署。也可以在“情报监测首页”面板上的“情报采集部署”分组打开相应的

界面进行采集部署。这几种方法分别是：监测指定的网站、监测指定的论坛、全网监测、

监测指定的聚类新闻链接和推荐采集站点列表采集。下面，我们分别一一介绍。 
 

5.3.1 添加定向监测 

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往往需要对某个网站进行不间断的监测，监测着与我们关注相

关的情报。这样，您可以在工具栏目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添加定向监测 

 
 在“网站地址”一栏中输入您需要监测的站点地址，如“news.sina.com.cn”。如果您

还需要监测该网站的下面其它的子频道，可以点击旁边的“ ”按钮后，软件将会对该站

点的链接地址进行遍历，展开出该网站的所有链接地址。 
  
 选择一个保存目录，为了便于以后采集站点数量不断的增长时仍能方便地对站点进行

管理，我们要预先建好一个站点保存分类，然后在这里选择到指定的分类。这样站点就会

被保存到该指定的分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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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深度：如果我们需要对该网站有一个全面的监测，我们可以把采集深度设置

成 2 级或更高，设置越高，监测一个网站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如果需要全站监测，一般设

置为 3-5 就够了。 
 
 地址包含：表示我们希望软件在对该网站进行监测时只监测链接地址包含有某些特殊

字符的链接，如果不包含有这些字符的链接地址软件将不会进行监测以加快监测速度。 
 
 且不包含：表示我们希望软件在对该网站进行监测时链接地址不但要包含有“地址包

含”中的特殊字符外，还要不能包含有某些字符，以更进一步的过滤。 
 
 监测内容：表示我们希望软件在监测该网站时只允许监测“正文内容”或“网页内容”，

所谓的正文内容是指剔除掉广告、导航、链接等无关的信息后的正文主体内容。而网页内

容则是对整个页面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到监测范围。 

5.3.2 添加全网监测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输入一个需要监测

的关键词。关键词可以输入多个，以空格间隔。如需要全网监测与广州 BRT 相关的情报，

可以输入“广州 BRT”后，在底下的搜索引擎列表上勾选指定的搜索引擎。然后选择一个

保存频道用于保存站点及站点所采集到的信息。 

 
添加全网监测 

  
 监测时间段：由于从全网搜索引擎获取的情报时间上可能会在 1年甚至更远的过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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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舆情，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监测时间段，可选的时间段范围有：“任何时间”、“一天内”、

“过去一周内”、“过去一月内”、“过去一年内”以减少收集的无效时间段的内容。 
 
 引擎类别：随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的全网搜索引擎也是花样百出，我们根

据常用的舆情分类将全网搜索引擎划分成了 5大类“新闻类”、“网页类”、“博客类”、“论

坛类”、“微博类”和“其它类”。单机试用版中不提供“微博类”的引擎。用户可以根据需

要选择从不同类别的引擎进行全网监测。 

5.3.3 监测论坛监测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输入一个您要监测

的论坛地址，如http://www.kugz.net，点击后面的“ ”按钮后，软件将会自动识别该论坛

的模板，并抽取出该论坛的各个子版块。用户可以勾选需要监测的子板块。 
 

 
添加论坛监测 

 
 论坛监测有别于其它类型的监测，论坛监测需要能自动抽取每个论坛的版块信息以供

用户选择，从而减轻用户的工作量。同时，通过论坛的智能模版提取功能可以提取出论坛

中的每个贴子的回贴、占击数、回复数以及发贴作者以供进一步的便捷情报分析。单机试

用版软件支持以下多种类型的论坛测试： 
 

 Discuz 5.0-Discuz X2.0 等各种版本的论坛智能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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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Wind 6.0-PhpWind 8.3 等各种版本的论坛智能抽取 
 DvBBS6.0-DVBBS8.0 等各种版本的论坛智能抽取 
 支持天涯、网易、猫扑、凯迪等多个大型的社区论坛供用户测试 

 
该论坛需要登录：对于一些论坛需要登录后才能监测的，用户只需勾上“该论坛需要

登录”选项，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即可。 
 

5.3.4 添加聚合监测 

聚类资讯是 WEB2.0 的产物，通过网站管理员动态生成的聚类资讯汇集了目标网站

新的某种类别的资讯，软件对于些类别的信息同样可以进行监测。在工具栏上点击

“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添加聚合监测 

 
 用户也可以通过 OPML 的文件格式一次性导入多个 RSS 类站点进行监测。 

5.3.5 监测网站管理 

 软件以两种方式展现了所有已纳入监测的网站。 
  
 A: 树状形式分类 

  
 在软件主页面上选择“监测站点管理”出现监测网站的树状分类结构图，选择某一个

网站，右边的情报列表将列出与该网站相关的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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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状分类 
 
 B：列表形式管理 

 

 在工具栏上点击“ ”将弹出目前已加入的监测网站。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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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可以在该界面上作以下的操作： 
  
 查找：可以按名称或网站地址查找某一个或某一批的监测网站。 
 编辑：可以修改某一个监测网站的属性，详见下节的“修改站点属性”。 
 删除：可以删除某一个或多个监测网站。 
 启用：可以对已置为禁用的网站恢复监测。 
 禁用：可以对已置为启用的网站设置为禁止监测。 
 复位：可以对某一个监测网站单独复位，以让软件优先监测该网站。 
 清理：可以清理一个或多个网站的采集日志，以让软件重新对该网站进行爬行。 

5.3.6 修改站点属性 

 在站点管理列表或在监测网站的树状分类树上，选择某一个网站，右键菜单中有一项

“采集站点属性”将弹出修改监测网站属性的对话框。软件将根据不同的网站类别出现不

同的属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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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全网监测网站属性 
 
 监测内容：用户可以在这里修改全网监测的关键词 
 收录全部：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收录全部的功能，收录全部是指不符有没有

符合任何监测主题均采集到本地供舆情研判。 

 总是使用以下代理采集：可以为该网站设置一个指定的代理服务器地址，以保证软件

可以采集到信息。 

 

修改定向监测网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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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地址：修改定向监测网站的入口地址。 

  

 

修改论坛监测的网站属性 
 
 入口地址：指定的论坛版块的地址。 
 允许自动监测网站的 新信息：表示是否开启对该网站的自动监测。 
 同时监测论坛频道第 1 页的后续页面帖子，即第 2,3,4,…页的帖子：表示除来监测该

版块的第一页的帖子外，还需要监测后续的多页帖子。 
 设置论坛每个帖子监测回帖子 多页数（0 为不限制页数）：一般每个帖子都会有超过

一页的回帖信息，该开关可以控制软件对每个帖子的轮循监测页数，为了加快速度，一般

建议不要超过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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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聚合监测网站的属性 

5.3.7 单独更新网站 

 有时候，我们需要单独对某个网站优先监测。我们可以先停止软件的所有监测，然后

在网站分类树上选择某一个网站，右键菜单中选择“更新采集站点”即可实现对该岗站的

即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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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监测某个网站 

5.4 监测专题设置 

5.4.1 添加监测分类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输入一个监测类别

名称。为了便于对情报主题进行分类管理，软件中引进行了情报类别。通过类别可以有效

地管理相关主题的情报信息。 

 
图 9 添加情报监测分类 

5.4.2 添加监测专题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选择一个监测分类

后，输入一个用于标识该主题的名称，如“西南干旱”。然后在“包含以下全部关键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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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或多个关键词：如“西南干旱”，每个关键词间用空格分隔。 
  
 为了控制情报的质量，可以在“且包含以下任意关键词”和“不包含以下全部关键词”

中输入对应的关键词。 

 
添加监测主题设置 

 
 监测主题名称：用于区别其它的监测主题的唯一性标识，整个舆情库中唯一。 

 
 包含以下全部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间以空格分隔，表示每篇舆情中必须同时包含有这

些关键词，如果关键词有同义词则必须包含有该关键词中的至少一个同义词， 如“西南干

旱”，假设我们定义了“西南”有同义词“云南 贵州 遵义”等，同时“干旱”定义了同义

词“旱情”，那么只要舆情信息中包含有“西南 干旱”或“云南 干旱”或“贵州 干旱”

或“云南 旱情”等多种组合中的一个都会纳入到监测系统。 
  
 （且|或）包含以下任意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间以空格分格，表示每篇舆情中除了符合

有上述的“包含以下全部关键词”外，还要包含该栏中的关键词中的至少一个。如“经济 GDP”

等，同时该栏也支持同义词的概念。 
 
 且不包含以下任意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间以空格分格，表示每篇舆情中除了符合有上

述的“包含以下全部关键词”和或“（且|或）包含以下任意关键词”外，且不能包含有该

栏的任何关键词，该栏的关键词也支持同义词的概念。 
 
 主题关注度：设置该监测主题对于用户的关注度，可选的有重点、普通、较低，在软

件中的体现就是不同的图标标识。 
 
 只监测时间段内：由于舆情来源非常丰富，有时需要根据时间段来进行优先关注，我

们可以通过时间段的进行过滤，可选的范围有：“任何时间”、“一天内”、“过去一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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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月内”、“过去一年内”。 
 
 需要为主题保存快照：软件可以单独为符合该主题的舆情保存原始页面的快照。 
  
 监测范围：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该主题的监测范围，如该主题只希望监测从“新浪

新闻”或“网易新闻”的信息。 
 
 允许自动添加全网监测站点：勾选此选后，软件将自动根据监测主题的关键词添加全

网监测站点。 

5.4.3 监测同义词管理 

 如前节所述中我们多次提到的同义词，软件中引入了同义词可以让用户更大的发挥监

测的自由度。在软件主菜单栏选择“监测词典管理”弹出如下的界面。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监测同义词的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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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同义词 

 
 主关键词：用于标识同义词的主要关键词。 
 同义词典：每个词汇以空格分隔，用于标词和主关键词在某层意义上具有相似意义的

词汇。 

5.5 舆情简报管理 

5.5.1 添加简报分类 

 

舆情简报管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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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软件的主界面上选择“舆情简报管理”出现舆情简报分类树，在“简报管理”结点

上右键菜单选择“添加简报目录”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输入简报目录名称 

 
 输入一个目录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5.5.2 添加舆情简报 

 选择某一个简报分类，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舆情简报”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输入简报的名称和简报的起止时间段。 

5.5.3 生成简报文件 

这里您可以将选择的情报纳入到本期简报，也可以进行下载。这里提供 2 种下载格式，

word 与 excel。其中 word 下载可以将全文下载下来。Excel 下载内容包括新闻标题，新闻

来源，发布日期，原文链接地址，但是不包括正文。也可以对本期的所有情报生成一份直

观的简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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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 WORD 版简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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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舆情监测统计 

5.6.1 按舆情日期统计 

 

按日期统计 
 
 在软件的主页面上选择按日期统计。可以统计今日 新、 近两天、 近一周、 近

两周和 近一月内的舆情信息。 

5.6.2 按监测网站统计 

 在监测站点管理面板中，选择某一个网站可以显示该网站的舆情更新数量。 

5.6.3 按监测主题统计 

 在监测主题管理面板中，选择某一个监测可以显示该主题的舆情更新数量。 

5.7. 舆情检索功能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可以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26



  

 

 
舆情检索页面 

 
 输入您需要检索的设置点击“查找”即可。 

5.8 系统选项设置 

 在工具栏上选择“ ”即可以弹出系统选项设置界面。 

5.8.1 基本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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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选项 

 
 A：情报概览列表设置 
  
 列表每页显示情报数：是指列表上最多能显示的情报信息条数。 
  
 选择频道时，显示：是指点击每个站点或主题只显示今日最新的、最近两天、最近一

周、最近两周或最近一月的舆情。 
 
 概览列表启用网格显示：列表上是否显示网格。 
  
 总是显示 新采集情报：表示软件要自动滚屏以显示最新采集的情报。 
 
 B：情报数据库存储优化 
  
 软件启动自动执行批量删除任务：自动删除已读或已过期的情报记录。 
 退出时自动压缩数据库：该或能只对连接数据库类型为 ACCESS 数据有效 
 
 C: 监测情报阅读设置 
  
 采集站点时没有新增情报不要提示：无新增的记录时不需要提示。 
 可当作图片显示的附件扩展名：可以直接在阅读情报时加载的图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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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采集选项 

 
采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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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其它选项 

 
其它选项 

 
 文章自动识别设置：设置智能识别的选项。 
 简报周期设置：设置简报的生成周期格式。 
 软件界面风格：设置软件界面风格。 
 系统日志设置：设置软件的运行日志。 
 代理设置：对软件全局代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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