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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研究和应用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其开放性、虚拟性、隐蔽性和全球化、社交化、碎

片化等特性，带来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的变化：

多元的网络内容生产消解主流价值

网络传播形式升级迭代使舆论场更加复杂

网络平台化社交趋势导致社会动员功能泛化 

这些变化也带动了舆情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前，舆情研究和应用的主要

推动力来自于网络空间治理、风险和危机管理、开源情报挖掘三大方面

的需求。

网络空间治理 风险和危机管理 开源情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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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S网察 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

大数据技术与分析业务深度融合的新一代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云服务系统

实现从网络舆情监测到网络舆情态势感知的服务升级



网络舆情系统技术发展趋势

2006-2010 对新闻、论坛、博客等信息发布和互动媒介进行舆情监测

2011-2016 增加了对微博、微信、APP等移动社交媒体的舆情分析

2017-至今
随着新闻推送服务、短视频、区块链等个性化、多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更加强调对全

舆论场的舆情态势感知，此时的舆情系统是新一代基于态势感知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系统

定性分析

单舆论场分析

关键词分析

文本分析

单语种分析

正负面情感分析

内容分析

内容监测

定量分析

关键技术转变

发展阶段

多舆论场融合分析

构建知识图谱

跨媒体分析

跨语种分析

全面情感分析

内容+群体人物+行为
+时间+空间/地域分析

事件分析



网察产品介绍

TRS网察 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简称网察（TRS NetInsight）。从网络舆情线索发现、实时预警、分析研判、

综合报告等各个环节为用户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服务。聚合网络新闻、微博、微信、论坛、电子报、境外媒体等多

渠道海量数据，以信息监测、态势感知、关系挖掘、事件追踪、传播分析、智库共享等为手段，实现跨舆论场的网络

舆情洞察与研判。

TRS网察秉承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围绕“智汇、智库、智策”三大设计理念，结合互联网舆情监测分析的实际业

务流程，实时整合全渠道信源，依托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引擎，实现从数据到智能决策的一体化大数据

舆情服务。

2003年
2008年

2011年

2017年

2020年

TRS CIS
TRS OM

TRS SMAS

TRS NetInsight 
v1.0

TRS NetInsight 
v4.0

企业竞争情报系统
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

聚网大数据分析平台
TRS 网察 

全新升级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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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察功能介绍

1. 日常监测

7*24小时不间断采集互联网各渠道信息，保证信息监测的

快、准、全。通过设置监测规则，对全舆论场信息进行分类

聚合，实现可视化分析汇总。

2. 专题分析

针对专项事件进行深度分析，通过事件脉络、传播路径分

析、网友观点等分析维度多角度可视化展示事件发展       

态势。

舆情应用 态势感知 事件分析 实时预警 报告制作 舆情知识库

TRS分布式数据采集
（微博、微信、APP）

TRS InfoRadar数据采集
（新闻、论坛、博客)

八爪鱼结构化数据采集

传播分析 演化分析 人物画像 个性化预警 趋势分析

热点发现 话题检测 关联分析 个性化推荐 OCR识别

文本分类 智能搜索 分布式推理 相似度计算 语义计算

敏感识别 情感分析 观点分析 主题词抽取 常识校对

新闻数据 微博数据 微博账号数据 第三方数据

电子报数据 新闻APP数据 排行榜数据 内部生产数据

论坛贴吧数据 微信数据 微信账号数据 外部整合数据

大数据
离线计算

大数据
实时计算

大数据存储

大数据采集

TRS Hybase 海贝大数据管理系统

TRS DL-CKM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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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警中心

全网信息智能预警，多渠道信息实时发送。根据用户需求设

置预警规则，配备多种方式发送至用户，且支持预警规则 

管理。

4. 智能报告

支持在线生成专报、日报、周报、月报，根据用户对报告模

版的需求，实现报告模板自定义。

5.信息检索

全舆论场信息检索，快速定位目标信息，支持对图片中的

文字进行检索。

6. 舆情智库

以舆情分析师视角分析近期热点事件，定期更新舆情智

库，供用户免费查看。

7.数据订阅

对境内外互联网海量信息实时精准采集，支持主题采集、

站点采集两种模式。用户可自检自查，第一时间在线提交、

处理、反馈结果，实现数据补充闭环高效处理。

8. 事件大屏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制作大屏展示，实时跟踪国

内外疫情变化情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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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察产品特点

网察产品优势

舆情管理闭环 智能报告 页面风格多样 信息检索

全面覆盖舆情“事
前-事中-事后”、   

“监测-预警-分析-
处置”全业务流程

精准预警

提供全天候、全自
动的舆情信息识
别、摘要抽取、预
警发送功能

提供方便快捷的
一 键 生 成 报 告     
功能

提供多种版面布
局、皮肤方案、支
持自选主题颜色

全舆论场信息检
索，快速定位目标
信息，支持对图片
中 的 文 字 进 行     
检索

数据采集技术完备，大数据存储管理，自然语言处理引擎

1.数据采集技术完备：高效的采集架构，实现分布式采集架构，多套雷达协调采集，均衡分配采集任务。支

持翻页采集、登陆验证网站采集、点评赞等指标采集等。更新频率自定义，可实现秒级、分钟级采集。

2.大数据存储管理：更高效的数据存储、更快速的数据检索、更安全的数据管理。

3.自然语言处理引擎：强大的数据处理，可自动排重、自动分类、自动生成摘要等。与业务数据融合，形成

知识库。

技术优势

TRS自建大数据中心，7*24小时不间断运维，数据 快、准、全

1.数据全景式覆盖：全网13大数据源，日增量超1亿，总数据量超2000亿条。

2.数据采集高效精准：对互联网公开数据7*24小时不间断采集，更新频率自定义，可实现秒级、分钟级采

集，重点媒体数据5分钟左右采集，10分钟内入库，支持站点采集、主题采集等，保障数据快、准、全。

3.数据维度丰富：在保障数据量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地域、行业、情感（6类情绪）等多维度的人工标引，

并应用在产品功能中。具体包含：媒体地域（国家、省、市）、媒体行业、媒体性质、自媒体数据、OCR识别等。

4.数据库独立安全：单点登陆，专享数据库设计，可长期保存用户业务数据，支持自行调整数据标签。

数据优势



全网舆情态势感知、突发事件灵活预警、专项事件智能分析、
精美报告快速制作、舆情信息在线检索

1.信息精准筛选：信息划分精准，包含地域、行业、情感、信息过滤等多维度人工标引，快速定位目标数据，

提高用户筛选效率。

2.事件深度分析：对热点事件和新闻实现快速精准分析，从事件溯源、媒体传播、观点提取、情绪分类、传

播趋势等维度分析该事件态势，同时可以一键生成分析报告，供分享转发。也可就重要的单条信息或整个

事件信息进行预警或收藏。

3.预警高效到达：全网信息智能预警，根据业务需求配置预警规则，多渠道信息实时发送。

4.报告智能生成：报告模板按需配置，支持一键生成专报、日报、周报、月报。

5.权限设计清晰：账号分级管理，从高级管理员到机构管理员，再到普通用户，层级清晰，职责明确。

功能优势

运营团队专业服务，回访制度高效完善，用户需求快速响应

1.精准理解用户需求：深耕舆情领域十多年，超千家用户服务经验。

2.服务规范化、流程化：保障平台使用效果，确保每个试用和正式用户能有专人负责，及时解决反馈问题。

3.高质量的分析师团队：随时响应用户的个性化报告需求，配合网察平台为用户提供专业的舆情分析报

告，辅助用户决策。

4.提供优质专业的指导培训：专业人员提供点对点指导，给出系统配置建议，提高系统使用率，降低人工

成本。

5.回访制度完善：平台运营人员和平台责任人定时向用户发出回访申请，对功能、数据、产品体验、服务质

量进行交流沟通和问题收集。

服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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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我们长期服务了近千家政府单位，包括网信、公安、卫生等多个领域，实

现了从网络舆情监测到网络态势感知的服务升级。
某政府机关应用网察实时采集涉及某地区、某机构、某人物、某事件的

相关信息，全面覆盖微博、新闻、论坛、微信、搜索引擎、视频、短视频、自媒体

等媒介平台，及时捕捉舆情弱信号，为应对、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网察强大的数据运算和处理能力，丰富的分析工具、为客户提供多角

度、多维度的分析利器，迅速为客户拨云见日，看清真相。

【政府案例】---某政府机关 

某全球大型餐饮集团应用网察全网采集海量信息，收集消费者对产品、

服务、活动的满意度和反馈意见，以及行业政策、同行业企业动态信息等内

容，自动生成个性化报告辅助市场决策。同时，根据预警提示及时处理各类

问题，满足客户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满意度，构建

与维护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持续提升品牌价值与影响力。

【企业案例1】---某大型全球连锁餐饮集团 

某国际知名高档汽车品牌企业应用网察对企业自身及其竞争对手进行

对比分析，了解企业口碑情况；通过对比同行业企业的推广活动评估企业在

活动推广方面的影响力和效果；通过收集宏观经济、政策法规，为企业决策

提供分析依据。

【企业案例2】 ---某国际知名高档汽车品牌企业



客户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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