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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 Ｐｉｗｉｋ的门户网站统计技术和方法
分析
温明章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探讨Ｐｉｗｉｋ开源软件在图书馆门户网站系统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扩展收集真实 ＩＰ的功能，并重点介绍
系统的参数指标间的关系和可靠性，包括退出率、页面停留时间、转化率、访问来源和关键词等参数指标。

【关键词】Ｐｉｗｉｋ　网站统计技术　统计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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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０７
　　收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１３

１　引　言

　　随着Ｃｏｏｋｉｅ和Ａｊａｘ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且成熟地被应用到各领域，在线分析工具也得到快速发展。在线分析
工具对网站访问信息进行记录和归类，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如网站访问量的增长趋势图、用户访问最高的

时段、访问最多的网页、停留时间、用户使用的搜索引擎和主要关键词等。这些数据可以分析门户网站各页面中

栏目的布置和可到达率问题，提升用户操作满意度。建立网站的统计分析系统，可以有效地评估图书馆门户网站

中资源栏目的设计使用、部署及用户使用的效果，对于合理改善图书馆网站发布资源的页面布局和提升用户体验

都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２　在线统计分析工具分析

　　目前，在线统计分析工具有Ｓ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１－３］、ＷｅｂＴｒｅｎｄｓ［４－７］、Ｇｏｏｇｌ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８－１０］、百度统计［１１，１２］以及Ｐｉｗｉｋ［１３］

等。从表１分析可知，免费的在线分析工具可满足图书馆的一般需求。在免费的在线统计分析工具中，Ｐｉｗｉｋ软
件在开放和开源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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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商业模式比较

工具 性能比较 适应用户群 商业模式

Ｓ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ＷｅｂＴｒｅｎｄｓ

产品功能全面

强大
大型用户 收费服务，服务费用高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功能全面，设置

复杂
大中型用户

免费使用，部分ＡＰＩ开
放使用

百度统计 功能较全面 中型用户 免费使用

Ｉｎｔｅｌｉ
ｔｕｒｅ［１４－１６］

功能全面可靠 中型用户
提供免费的和收费的

两种商业模式

Ｐｉｗｉｋ 功能全面可靠 中型用户
开源免费使用，支持

ＧＰＬｖ３授权协议

　　在应用技术方面，分析技术主要有 ＨＴＴＰ协议头
信息技术［１７］、第一方Ｃｏｏｋｉｅ［１８］、第三方Ｃｏｏｋｉｅ［１８］、Ｐ３Ｐ
协议 Ｃｏｏｋｉｅ［１９］、ＬＳＯ技术［２０］以及 ＷｅｂＢｅａｃｏｎｓ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技术，笔者实验得出现有工具使用的各项技
术基本一致，应用技术的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技术对比

工具

日志

统计

型

脚本

统计

型

ＨＴＴＰ
协议

头信

息

第一

方

Ｃｏｏｋｉｅ

第三

方

Ｃｏｏｋｉｅ

Ｐ３Ｐ
协议

ＬＳＯ
技术

Ｗｅｂ
Ｂｅａｃ
ｏｎｓ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Ａｊａｘ）

Ｇｏｏｇｌ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 √ √ × √ － √ √
百度 × √ √ √ × √ － √ √
ＷｅｂＴｒｅｎｄｓ √ √ √ × √ － √ √
Ｓｉ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 √ √ √ × √ － √ √
Ｐｉｗｉｋ ○ √ √ √ × √ ○ √ √
Ｉｎｔｅｌｉｔｕｒｅ × √ √ √ × √ － √ √
其他的在线

统计工具
－ √ √ √ × √ － √ √

　　 （说明：“√”表示“支持”，“×”表示“不支持”，“－”表示“不定

项”，“○”表示“可扩展”。）

　　表 ２可以说明所有的在线分析工具都采用了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ＷｅｂＢｅａｃｏｎｓ、第一方Ｃｏｏｋｉｅ技术和ＨＴＴＰ协
议头信息以及 Ｐ３Ｐ协议 Ｃｏｏｋｉｅ技术等。从在线分析
工具的商业模式和应用技术上分析，Ｐｉｗｉｋ开源软件比
较适合图书馆使用，所以笔者使用Ｐｉｗｉｋ进行图书馆门
户网站的用户行为研究。

３　系统实践思路

　　目前，有关网站统计技术应用方面的文献较多，有
部分文献只是使用 Ｗｅｂ服务器日志来分析访问者行
为［２１，２２］，服务器日志收集到的用户信息比较少，无法收

集访问者使用环境情况和停留时间等一些信息，而且

只是论述整个的网站访问量或是单个页面的访问量情

况，而对访问的来源、访问者的行为路径和停留时间等

访问行为参数指标并没有论述。虽然有些文献论述过

访问行为的一些参数指标［２３，２４］，但是没有对这些参数

指标间的关系和可靠性进行分析。笔者利用 Ｐｉｗｉｋ系

统的前端运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技术来收集访问者的大量访
问行为数据信息，包括访问者使用环境、停留时间和访

问上下文等信息，其分析原理和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也

在互联网上各商业网站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图书

馆门户网站的应用较少。笔者并没有对具体的 Ｃｏｏｋｉｅ
和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等技术和原理进行剖析，而是在 Ｐｉｗｉｋ系
统实际应用的基础上，重点对Ｐｉｗｉｋ系统收集的页面停
留时间、转化率、访问来源分类和关键词等数据参数指

标进行分析，并在实践中对这些指标间的关系或可靠性

进行考量，从而辨别出页面或转化目标是否需要优化。

　　基于Ｐｉｗｉｋ的系统分两个部分实现，即 Ｐｉｗｉｋ开源
软件安装与改造和图书馆门户页面的改造。Ｐｉｗｉｋ开
源软件安装与改造是在图书馆的独立服务器上安装

Ｐｉｗｉｋ系统（具体安装过程可访问 ｈｔｔｐ：／／ｐｉｗｉｋ．ｏｒｇ／
ｄｏｃｓ／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可以响应校园网和公网读者或服务
的请求，并按Ｐｉｗｉｋ开发规则，增加收集真实ＩＰ信息的
功能。图书馆门户页面的改造是在图书馆门户目标页

面上加入Ｐｉｗｉｋ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跟踪代码，目标页面就是网
站管理员认为需要进行统计分析的页面以及转换目标。

４　基于Ｐｉｗｉｋ软件的系统开发

４．１　Ｐｉｗｉｋ基本分析
　　Ｐｉｗｉｋ是一个ＰＨＰ和ＭｙＳＱＬ架构的开放源代码的
Ｗｅｂ统计软件，使用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技术跟踪所有 ＰＣ机用
户，而且使用ＷｅｂＢｅａｃｏｎｓ技术来支持非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环
境。Ｐｉｗｉｋ的安装非常简单，使用者只需要按系统提示
即可完成。Ｐｉｗｉｋ可以提供退出页面、网页逗留时间、
关键字分析、访问路径、外部网站和最佳搜索引擎等功

能。系统的核心工作流程如下：

　　（１）访问者通过浏览器向门户服务器发送请求。
　　（２）门户服务器响应请求，返回预先设置了 Ｐｉｗｉｋ
的跟踪代码的页面。Ｐｉｗｉｋ的跟踪代码部分如下：
　　＜！－－Ｐｉｗｉｋ－－＞

　　＜ｓｃｒｉｐｔｔｙｐｅ＝＂ｔｅｘｔ／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

　　ｔｒｙ｛

　　ｖａｒｐｉｗｉｋＴｒａｃｋｅｒ＝ Ｐｉｗｉｋ．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ｅｒ（ｐｋＢａｓｅＵＲＬ ＋ ＂ｐｉｗｉｋ．

ｐｈｐ＂，１）；

　　／／请求Ｐｉｗｉｋ服务器端进行开始跟踪

　　……

　　｝ｃａｔｃｈ（ｅｒｒ）｛｝

应用实践



ＸＩＡＮＤＡＩＴＵＳＨＵＱＩＮＧＢＡＯＪＩＳＨＵ　 ８３　　　

　　＜／ｓｃｒｉｐｔ＞

　　／／ＴＡＧｂｅｇｉｎ

　　 ＜ｎｏｓｃｒｉｐｔ＞＜ｐ＞＜ｉｍｇｓｒｃ＝＂ｈｔｔｐ：／／ｌｏｃａｌｈｏｓｔ／ｐｉｗｉｋ／ｐｉｗｉｋ．

ｐｈｐ？ｉｄｓｉｔｅ＝１＂ｓｔｙｌｅ＝＂ｂｏｒｄｅｒ：０＂ａｌｔ＝＂＂／＞＜／ｐ＞＜／

ｎｏｓｃｒｉｐｔ＞

　　／／ｉｄｓｉｔｅ为跟踪页面在Ｐｉｗｉｋ系统的编码，每个目标页面有一个

唯一号码

　　＜！－－ＥｎｄＰｉｗｉｋ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Ｃｏｄｅ－－＞

　　／／ＴＡＧｅｎｄ

　　（３）客户端浏览器执行ＴＡＧ标记，向Ｐｉｗｉｋ请求数
据获取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代码。
　　（４）Ｐｉｗｉｋ服务器响应请求，返回用于收集网页、浏
览器和Ｃｏｏｋｉｅ信息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代码。
　　（５）客户端浏览器执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代码，发送相关
网页被访问的行为数据给Ｐｉｗｉｋ服务器。
　　（６）Ｐｉｗｉｋ服务器产生点击流日志，保存于后台数
据库中，以便日后统计分析。

　　Ｐｉｗｉｋ收集的信息有：被系统屏蔽后的 ＩＰ地址信
息、访问来源链接、第一次访问网站时间、累计网页浏

览数和第几次来访数据等。由于 Ｐｉｗｉｋ比较注重用户
隐私，对 ＩＰ信息进行了屏蔽，这也是 Ｐｉｗｉｋ的不足之
处，为了能够准确定位读者群，笔者需要对访问来源的

ＩＰ信息进行分析，并对Ｐｉｗｉｋ进行必要的二次开发。
４．２　Ｐｉｗｉｋ收集ＩＰ信息的二次开发
　　（１）Ｐｉｗｉｋ后台数据库改造
　　Ｐｉｗｉｋ将用户的访问时间信息、访问事件和浏览器
的环境等信息记录在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的 Ｐｉｗｉｋ＿ｌｏｇ＿ｖｉｓｉｔ
表中，笔者在此表上新增加一个 ｉｐｉｎｆｏ字段以便可以
存放用户的真实 ＩＰ信息。在 ＭｙＳＱＬ的命令窗口执行
如下命令语句完成信息表的建设：

　　“ａｌ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Ｐｉｗｉｋ．′Ｐｉｗｉｋ＿ｌｏｇ＿ｖｉｓｉｔ′Ａｄｄｃｏｌｕｍｎｉｐｉｎｆｏｖａｒｃｈａｒ（２０）

ｎｏｔｎｕｌｌｄｅｆａｕｌｔ０ＡＦ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２）新建一个获取ＩＰ信息的类
　　Ｐｉｗｉｋ提供插件扩展功能的方法［２５］，所有的二次

开发类必须遵守此方法。具体实现步骤为：在Ｐｉｗｉｋ的
ｐｌｕｇｉｎｓ目录中建立 ｉｐｉｎｆｏ．ｐｈｐ扩展类继承 Ｐｉｗｉｋ＿ｐｌｕ
ｇｉｎ类，重写Ｐｉｗｉｋ＿ｐｌｕｇｉｎ中ｇｅｔＬｉｓｔＨｏｏｋ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方法
获取已经注册的“Ｔｒａｃｋｅｒ．Ｖｉｓｉｔ．ｓｅｔ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ｐ”钩子；将此
钩子绑定一个方法来获取 ＩＰ信息；将 ＩＰ信息存入 Ｐｉ
ｗｉｋ＿ｌｏｇ＿ｖｉｓｉｔ表的 ｉｐｉｎｆｏ字段中。ｉｐｉｎｆｏ．ｐｈｐ部分代码
如下：

　　ｃｌａｓｓｉｐｉｎｆｏｅｘｔｅｎｄｓＰｉｗｉｋ＿ｐｌｕｇｉｎ｛／／继承Ｐｉｗｉｋ＿ｐｌｕｇｉｎ类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ｅｔＬｉｓｔＨｏｏｋ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ｔｕｒｎａｒｒａｙ（′Ｔｒａｃｋｅｒ．Ｖｉｓｉｔ．ｓｅｔ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ｐ′＝＞′ｓｅｔ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ｐＡｄ

ｄｒｅｓｓ′

　　　／／注册一个“Ｔｒａｃｋｅｒ．Ｖｉｓｉｔ．ｓｅｔ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ｐ”钩子来获取ＩＰ信息。

　　）；

　　｝

　　Ｓｔａｔ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ｙＩＰＭａｓｈ（
!

ｉｐ，
!

ｍａｓｋＬｅｎｇｔｈ）｛

　　／／解开屏蔽ＩＰ信息

　　　
!

ｉ＝Ｐｉｗｉｋ＿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ｒｌｅｎ（
!

ｉｐ）；

　　　Ｉｆ（
!

ｍａｓｋＬｅｎｇｔｈ＞
!

ｉ）｛

　　　　
!

ｍａｓｋＬｅｎｇｔｈ＝
!

ｉ；

　　　｝

　　　Ｗｈｉｌｅ（
!

ｍａｓｋＬｅｎｇｔｈ－－＞０）｛

　　　　
!

ｉｐ［－－ｉ］＝ｃｈｒ（０）；

　　　　｝

　　　Ｒｅｔｕｒｎ
!

ｉｐ；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ｔ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ｐ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ｎｏｔｉｆｉａｃｔｉｏｎ）｛

　　／／建立与“Ｔｒａｃｋｅｒ．Ｖｉｓｉｔ．ｓｅｔＶｉｓｉｔｏｒＩｐ”钩子绑定的方法

　　　
!

ｉｐ＝＆
!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ｔ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得到的参数引用相关联的钩子

　　　
!

ｉｐ＝ｓｅｌｆ：：ａｐｐｌｙＩＰＭａｓｋ（
!

ｉｐ，Ｐｉｗｉｋ＿Ｔｒａｃｋｅｒ＿Ｃｏｎｆｉｇ：：ｇｅｔ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ｅｒ［′ｉｐ＿ａｄｄｒｅｓｓ＿ｍａｓｋ＿ｌｅｎｇｔｈ′］）；

　　／／获取真实ＩＰ地址

　　｝…… ｝

５　Ｐｉｗｉｋ统计参数指标在实际应用中的利用
与分析

　　同一个读者每次访问图书馆网站，在图书馆网站
或者某个页面产生的停留时间、访问来源（如搜索引

擎、搜索关键字和网站来源）、离开页面链接和目标转

化率等都有可能不一样，分析这些信息才能使网站统

计分析有意义。笔者重点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对 Ｐｉｗｉｋ
的跳出率、目标转化率、页面停留时间和访问来源分类

等指标进行利用和分析。

５．１　跳出率［１２］与停留时间的数据关系分析

　　ｘ是跳出网站／网页的访问次数，ｙ是访问网站／网
页的停留时间，Ｂ是跳出率，Ｖ是访问次数，Ａ是访问
者在网站／网页平均停留时间，Ｔ是所有访问网站的总
时间。跳出率与停留时间关系如下［２６］：

Ａ＝Ｔ／Ｖ （１）

Ｔ＝０ｘ＋（Ｖ－ｘ）ｙ （２）

ｘ＝Ｖ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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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１）和（３）代入公式（２）得出：
　　Ａ＝［０ｘ＋（Ｖ－ｘ）ｙ］／Ｖ＝（Ｖ－ＶＢ）ｙ／Ｖ＝ｙ（１－Ｂ） （４）

　　由公式（４）得出：
ｙ＝Ａ／（１－Ｂ） （５）

　　公式（５）［２６］可以证明：跳出率越低，网站的平均停
留时间就越接近实际停留时间。所以在优化网站布置

和设计时，不仅要有平均停留时间的统计还要参考退

出率统计的大小。

　　如果仅分析单纯的页面／网站停留时间意义不大，
主要原因有：

　　（１）这些指标是战术层面的，分析员无法认识到
这些数据对页面统计的影响，单纯的页面停留时间或

网站停留时间并不能反映出具体的页面对读者的影

响力；

　　（２）这些指标需要很多推断，这些数据无法直接推
断出某页面的好坏，简单的逻辑依据数据量越大越好；

　　（３）这些指标主要是短期数据，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依照访问会话来度量指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长期

的访客行为、读者生命周期等更加能反映问题，不同的

停留时间需要用不同的逻辑去判断。

　　笔者进行的实验如表３所示：
表３　平均访问时间的实验

网站 平均访问页数 平均访问时间 跳出率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门户网站 ３５ ３５分钟 ２３％
网络数据库网站　　　　　　 １５ １５分钟 ５０％

　　出现上述不同数据的主要原因有：华南农业大学
读者想获取本馆资源；第一时间可能是访问华南农业

大学图书馆的门户网站；因为目标位置不确定，门户网

站内容丰富，所以读者要多花费时间；网络数据库网站

是一个对电子资源进行分类的导航网站，提供各种资

源的访问入口，因此读者进入网络数据库一般都有明

确的目标，快速找到目标、搜索，然后快速离开，也可能

是网站界面简洁或是读者很容易就找到想要的东西，

所以网络数据库网站的跳出率高，停留时间自然就少，

而网络数据库的读者使用量很高，这时单纯的跳出率

数据分析就失去了意义。

　　笔者在网站分析的初期，发现直接使用单一停留
时间数据，在有些情况下不能找出数据变化的原因，而

且通常会耗费大量的精力。经过多次实验后，笔者理

清停留时间与跳出率的关系，基本可以判断出准确的

统计分析结果。笔者并没有列出具体停留时间与跳出

率对应的关系值，是因为统计分析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分析过程，不同的网站和服务对象等因素都会影响它

们的关系，所以还要依靠分析者在应用中不断总结。

５．２　转化率和跳出率的分析
　　转化率是读者访问图书馆网站，到达目标页面（链
接、下载图片、文章等）的人次与网站总人次之比，比如

所有到达淘宝店铺并产生购买行为的人数和所有到达

店铺的人数的比率就是淘宝店铺的转化率。

　　对于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网站，笔者将如下信息定
为转化目标，也是重点跟踪对象，按触发动作划分目标：

　　（１）链接到外部网站：网络数据库栏目下的所有
资源导航链接（如 ＣＮＫＩ、维普等）、ＣＡＬＩＳ的外文期刊
导航平台、广东省高校联盟平台、珠三角数图联盟和天

河九校资源等；

　　（２）访问特定网站：馆藏书目检索、读秀、馆内通
知、借阅规则、党建园地和机构组织等；

　　（３）下载文件：随书光盘、表格和一些常用软件。
　　它们的转化率统计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月份转化率统计

转化目标 转化率

外文期刊导航平台（一级栏目） １６％
二级栏目下的外文期刊导航 ７％
老版的ＣＡＬＩＳ第三方统一检索平台 几乎为０％
珠三角数图联盟（一级栏目） ９％
广东省高校联盟平台（一级栏目） １５％
馆藏书目检索（一级栏目） ６０％
ＣＮＫＩ ３７％
维普 １５％
借阅规则 ２％
党建园地 ５％
机构组织 ５％
随书光盘 ３９％
常用软件 ４％
读秀 ３８％

　　从表４可以看出，转化率高说明跟踪对象主体设
置和布置有明显效果，内容更加符合读者使用；ＣＮＫＩ、
维普和老版的ＣＡＬＩＳ第三方统一检索平台都是部署在
同一个级别栏目上，但 ＣＡＬＩＳ第三方统一检索平台的
转化率几乎为零，笔者发现此平台的建设速度慢，资源

配置技术要求高，而且整合的资源过少，检索命中率

低，不能满足读者要求，所以这个平台已被屏蔽。而外

文期刊导航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期间，一级
栏目上就有１６％的转化率，二级栏目只有７％，这体现
出栏目部署很重要。外文期刊导航平台、广东省高校

联盟平台、珠三角数图联盟和天河九校资源有部分资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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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能重复，读者在某个平台上获取资源的转化率高，

说明读者比较喜欢这个平台，利用率自然会升高。对

一些常用的重点资源，比如ＣＮＫＩ、维普和超星电子书，
转化率自然就高，在网站布置时可以考虑重点突出这

些高转化率的平台和资源，但是对一些刚推广资源和

稀缺资源，使用对象本身很少，分析员也要兼顾考虑。

　　以上跟踪对象的跳出率统计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月份跳出率统计

跳出率为

０－１０％
１１％－
２０％

２１％－
４０％

４１％－
７０％

７１％－
９０％

９０％－
１００％

馆藏书目

查询
读秀数据库

图书馆门

户网站
老版网站 党建园地

主页流动

通知

随书光盘
外文期刊

导航
网上展厅 软件下载 机构组织 培训通知

ＣＮＫＩ，
维普

广东省高校

联盟平台／珠
三角数图联

盟／天河九校
资源

网络数据

库网站
借阅规则

错误页面

跟踪

　　从表５可以看出，跳出率分６等数量级别，分级的
数据只是笔者经实验做出的判断，并得出如下结论：同

类型的导航库或栏目的跳出率数量级别基本一样；对

于那些能帮助用户很快完成任务（如通知类）的页面，

跳出率就会高；对于分类页或导航用于引领用户深入

发掘的页面，跳出率就会比较低。

　　如何分析才有利于提高转化率和降低退出率，关
于这方面论述有不同的观点和建议，不过有一个共同

的观点即优化网站和页面的关键词。Ｇｏｏｇｌｅ公司的联
合创建者Ｋａｕｓｈｉｋ［２７］提出几个提高转化率和降低退出
率的观察方法，笔者认为其中三点比较符合优化图书

馆网站：

　　（１）分析网站流量的来源：特别是关于关键词和
ＵＲＬ的来源，确定网站被访问者搜索的命中率；分析访
问者的访问途径是否达到网站设计的预期目标和效

果。分析来源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方法，网站管理者

应该清楚转化目标是如何被读者获取、通过什么路径

到达目标，只有这样才可以认清网站和页面优化目标。

　　（２）页面触发动作是否明显突出和有效：这是离
开链接、目标和页面来源整合考量项。使用此项观察

方法，必须结合Ｐｉｗｉｋ统计项的离开链接、目标和页面
来源的数据。

　　（３）关注访问者反馈信息：这是最直接和最好的
方法，也是必要的。只是反馈信息还要依赖读者的参

与度和反馈的质量，如果反馈的信息少或是反馈信息

质量差，分析员也无从下手。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笔者还总结出以下分析方法：
　　（１）栏目（资源等）归类分析。从表５可以得出同
类型的资源应被归类统计，分析员定出同类资源参考

值范围，然后观察在某个时期内的数值变化情况，如果

变化值超出参考值范围，应该立即深入调研。

　　（２）同一个资源在不同级别栏目下同时考察。有
很多资源内容会涉及到多个类型的栏目，栏目分类的

合理性将体现为相应转化率。如果某资源具有高转化

率说明读者接受此资源在网站的分类情况，低转化率

则说明此资源分类不合理，需要调整和优化分类。

　　（３）分时段考察。有些资源是有时段性的，比如
每年９月至１０月新生入学，借阅规则、培训通知等新
生急需资源的转化率自然就高，而在其他时间就会很

低，分析员不能因此否定这些资源的合理性，因此要合

理分时段统计分析资源。

５．３　访问来源的分类应用
　　笔者重点要统计出读者是如何到达被统计页面
的，读者的访问路径是怎样的。这里的访问来源是指

一次访问或一个网页浏览的真实ＩＰ来源（简称推荐来
源）。访问来源的统计是提高转化率和降低退出率的

一个重要分析方法，Ｐｉｗｉｋ提供最佳搜索引擎、外来网
站以及来源国家／地区的统计功能，这些不能满足笔者
的要求，而且来源国家／地区的统计功能没有实际意
义，笔者将访问来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１）按访问来源网站的性质分类
　　①搜索引擎。如果访问起始于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它

的访问来源就可以归类为搜索引擎。这类访问来源还可以

进一步细分到具体的搜索引擎（百度、Ｇｏｏｇｌｅ等），然后还可

以利用搜索的关键字进行细分。

　　②一般网站。访问来自于搜索引擎以外的网站，例如图

书馆门户网站友情链接等。大多数工具会将广告来源作为

一个独立的分类，通过提取 ＵＲＬ中预先加入的特殊参数来

获得一些更为详细的附加信息。

　　③没有访问来源。通常是指访问者直接进入网站的情

况，例如访问者直接在浏览器里输入网站地址，或者从收藏

夹中点击网站地址。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局限性，造成了一部

分访问来源丢失的情况，例如浏览器的弹出窗口和网页的重

定向等情况也将统计为无访问来源。

　　（２）按访问来源的ＩＰ分类
　　笔者根据华南农业大学网络的具体情况，按 Ｉ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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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来源进行统计分析，其ＩＰ地址分配情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ＩＰ地址分配表

区域 ＩＰ段 区域 ＩＰ段

教工区　
２０２．１１６．１６０．０－
２０２．１１６．１９１．０
１７２．１８．０．０／１６

跃进南区
１７２．１７．０．０－
１７２．１７．６３．２５４

研究生楼
１７２．１６．１２８．０－
１７２．１６．１９１．２５４ 跃进北区

１７２．１７．０．０－
１７２．１７．６３．２５４

华山区　 １７２．１６．０．０－
１７２．１６．６３．２５４ 东区　　 １７２．１６．６５．０－

１７２．１６．１２７．２５４

　　教工区包括教工办公楼以及教工宿舍，研究生楼
包括在校博士以及在校研究生宿舍，东区、跃进南北区

和华山区基本是本科生的宿舍区。

５．４　搜索引擎的关键词统计方法的分析
　　现在读者比较喜欢使用百度、Ｇｏｏｇｌｅ等搜索引擎
检索资源，近年来很多图书馆员抱怨读者的流失，其中

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如果现在流行的搜索引擎找不到

图书馆的资源页面或网站，这就是图书馆流失读者的

一部分原因；或是读者要经过繁琐的搜索才可以找到

图书馆的某些资源，这也是图书馆工作的一种缺陷表

现。建立一个用户快捷、方便、高效的搜索目标信息和

资源的网站将是图书馆网站管理员的重点工作。

　　在网站设计开发或是资源发布的时候，关键词的
选择非常重要，以下是笔者整理的一些关于关键词确

定方法以及参考标准：

　　（１）关键词搜索结果数量
　　搜索结果少于５０万的属于关注度较小的；搜索结
果位于３０－１００万的属于中等偏小的；搜索结果位于
１００－３００万的属于中等；搜索结果位于３００－５００万的
属于中等偏上；搜索结果达到５００万以上的属于高难
度词。

　　（２）关键词搜索次数
　　它的数值反映了关键词的用户搜索频繁度，日搜
索量越大，说明此词关注度越高。关键词搜索次数可

以分成以下几个数值范围（以百度指数为参考依据）：

搜索次数少于１００的属于关注度较小的；搜索次数位
于１００－３００的属于中等偏小的；搜索次数位于３００－
５００的属于中等；搜索次数位于５００－１０００的属于中
等偏上；搜索次数达到 １０００以上的属于高难度词。
一般难度太高的关键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３）关键词的命中率
　　网站或资源页面众多关键词中高命中率的词被作

为重点关键词。关键词的命中率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数

值范围：命中率７０％以上的为最高；命中率为５０％ －
７０％的为高；命中率为３０％－５０％的为中等；命中率为
１０％－３０％为低；命中率１０％以下的为最低。
　　优化网页设计、网站链接和网页内部结构等才能
让搜索引擎更好地抓取信息，对搜索引擎更具有友好

性，进而在搜索结果上有更前的排序。要想知道如何

优化图书馆网站，管理员就应该知道目前网站被搜索

的具体情况，关键词的分析成为关键突破点。关键词

的正确选择很重要，还要实际反映图书馆资源内容，导

致关键词的分析难度增大。有些图书馆资源根本没有

定位自己的关键词，在线统计分析工具无法进行分析，

读者通过搜索引擎也无法检索到相关的资源。

６　结　语

　　在线分析工具使用的技术比较广泛并且非常成
熟。Ｐｉｗｉｋ开源工具为 Ｗｅｂ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的
开源环境，而且全面收集了用户信息以便网站管理员

进行相关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分析

过程，分析员需要了解各渠道的数据以及统计分析方

法的过程，还要知道整个互联网的变化情况，因为网络

情况会影响到很多指标，如停留时间、转化率和访问来

源等。因此要提供一个网站统计分析的准确数据，分

析者就要了解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技术和网络情况，对

参数指标的可靠性和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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