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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链接分析法的大学图书馆网站
影响力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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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馆网站是图书馆开展网上服务的重要窗口，提高图书馆网站建设水平，需要加强图书馆网站影响
力评价。基于链接分析法，本文以42所“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网站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一个网站影响力评价指
标体系，利用Google、站长工具等工具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而对42所“双一流”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网站影响
力进行评价，并得出各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影响力排名。研究发现，尽管网站建设规模总体来说较为完备，但各网
站之间差距较大；网站内部信息和结构虽较为丰富、合理，但对外影响力还有待加强；网站整体建设质量较好，但
用户关注度与利用率还需提高。基于此，文章从网站的定位、宣传、内容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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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大学图书馆纷纷建立
校图书馆网站，以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及提升本馆服务

考；二是对目前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影响力进行分析，促
进图书馆网站建设，以提高其使用率。

能力。目前，研究大学图书馆网站建设的学者众多，网
站建设也的确得到极大发展，但网站质量评价却并没

1 研究回顾

有及时跟进。分析现有图书馆网站质量评价，可将其分
为3类，分别是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目前大

国内最先将链接分析法应用于图书馆网站研究的

多数图书馆网站评价属于内容评价，一般采用内容分析

是强自力[3]，他于2000年利用Altavista搜索引擎统计了

法、问卷调查法、专家分析法等，通过对图书馆网站的

国内9所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网页数量、被Web上其他站

布局结构、内容质量、界面设计等调查分析，构建评价

点链接的次数和被国内教育站点链接的次数，据此对

[1]

指标体系，进而得出网站质量评价结果，如李璐 的研

这些大学图书馆网站进行评价。其后，黄晓斌等[4]对我

究。单独对图书馆网站形式进行评价的研究较少，一般

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链接情况进行分析，并将其结果

都是与内容评价结合在一起。所谓效用评价是指对图

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图书馆网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

书馆网站的价值、影响力等进行评估。其中，网站影响

对我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影响力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

力是指网站的信息资源与服务通过网络实现传递、交流

建议。此后链接分析法在图书馆网站评价上得到广泛

[2]

和被利用，从而改变他人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网站影

关注。从宏观上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进展。

响力是最能体现一个网站质量高低的指标之一，因而对

（1）评价对象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评价对象日趋

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进行评价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利

多样化。早期研究主要以公共图书馆网站和重点高校

用链接分析法，对42所“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网站影

图书馆网站为主。如王宏鑫[5]、刘文云[6]、任立肖[7]等对

响力进行评估分析。研究目的与意义主要有两个：一是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进行了评价。又如姚湘

期望能够为被评价的图书馆了解自身网站实力提供参

中[8]、陈太洋[9]以“211工程”高校图书馆网站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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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后期研究则对各级图书馆网站影响力的关注度

量众多，但有些指标内涵相差不大，所用术语却“别出

越来越高，评价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如对国内高职

心裁”，导致评价混乱，权威性不高。此外，有些指标的

[10]

[11]

院校图书馆网站 、体育院校图书馆网站 、某地区大
学图书馆网站
网站

[13]

[12]

合理性和适用性还有待改进，链接分析法最初并非用

的评价研究，以及对美国大学图书馆

于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评价，所以过去许多研究都是应

的分析研究等。另一方面表现在评价对象逐渐

用其他网站评价的指标，而这些是否真的适合图书馆

由单一分析趋向于多元比较分析，评价从对某一类型图
书馆网站评价发展为对多种类型多个地区图书馆网站
的比较研究。如岳增慧

[14-15]

[16]

、杨石山

书馆网站进行比较与评价，马洪亮等
图书馆网站进行比较分析，丁楠等

[18]

等对中美高校图

[17]

网站的评价，是需要仔细衡量判断的。
（2）数 据收 集方面的局限。数 据收 集，即链接
指标数据的收集。在以往研究中经常使用G o og le、

对中日体育院校

Altavista和AlltheWeb等搜索引擎工具收集数据，此外

评价并比较了公共

某些研究也有结合其他工具（如Alexa、百度等）辅助

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网站的网络影响力，张岗

[19]

对粤

港澳公共图书馆网站进行了比较分析等。

收集数据。尽管利用这些工具进行数据收集有其可行
性，但也存在局限性，如不同时间不同工具获得的数据

（2）评价指标体系趋于完善。评价所采用的指标

不一致等。如何解决或者降低由于工具的局限性所带

渐渐由最初只有网页数、被链接数等3个指标发展为

来的数据误差，目前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结合网

由网页数、总链接数、内链接数、外链接数、网络影响

络爬虫等获取数据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小数据

因子、链接密度、PR值、反向链接数、用户关注度等多

误差。此外，由于国内外网络环境的变化，Altavista和

项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评价更趋客观、全面和完善。

AlltheWeb在被Yahoo收购以后已先后被关闭，停止提

如杨石山等

[16]

在综合以往链接指标的基础上，以首页

供服务；而Google由于某些原因也已退出国内市场，且

为基础，创新性地设置了首页信息门户指数、首页返回

其本身对中文网页收录也不够全面，由此带来链接分析

率、首页链接优化指数等指标，更加科学地评价了首页

数据获取的困难值得重视。国内的商业搜索引擎发展

[20]

在整个网站中发挥的作用。又如曹可

[6]

、刘文云等 将

速度很快，但是否能够利用它们来代替以往的Google、

日均IP和PV等用户关注度相关的指标引入图书馆网站

Altavista和AlltheWeb 3种搜索引擎工具获取链接指标

影响力评价中，进一步完善了评价体系。

数据，或者是否有可能重新确立一些指标用以支持网

（3）评价工具的使用日趋综合化。评价工具主要

络链接分析，这些都还有待探索。

分为两类：一是数据获取工具，如搜索引擎等；二是数

（3）数据处理及其方法的局限。除灰色关联分析

据分析工具，如SPSS等。从评价工具来看，以往研究由

法外，过往研究很少使用其他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法

最初只使用单一的工具发展为同时运用多种工具，并

等）。但是利用链接分析法评价其他（如企业等）类型

在工具类型上有所拓展。如数据获取工具可以分为三

网站影响力时，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就有很多，如相关

类：第一类是利用商业搜索引擎，如Google、Altavista

性分析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差异性分析法等。与之

等；第二类是利用自制工具，如网络爬虫等；第三类是

相比，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评价中类似的方法尚未发展

搜索引擎优化工具，如站长工具、Google PageRank查

起来，部分研究直接“挪用”他人研究方法，并没有思

询、Alexa排名查询等。早期研究大都以第一类工具为

考是否可行，导致一些研究除具体数据有所区别外，创

主，后来逐渐演变为在使用第一类工具的同时结合第

新性有限。也有部分研究对方法理解有误，所得结果并

二类或第三类工具进行研究。如熊军等

[12]

在图书馆网

不科学。

站评价研究中率先采用Google和SocSciBot网络爬虫

（4）评价结果的应用存在局限。首先体现在评价

软件获取链接指标数据。又如数据分析工具，由最初的

结果的权威性和认可度普遍不高；其次体现在评价反

Excel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发展为运用SPSS等更为专

馈缺乏，大多数研究只管评价，而不见评价的反馈，或

深的数据分析以及Pajek等可视化分析，不仅类型有所

者对评价结果的评价。

拓展，在分析能力上也有所深化。
虽然以往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局
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基于对上述诸如此类的局限性的认识，本文以42所
“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网站为例，应用链接分析法，
综合以往研究，对这些网站的网络影响力进行评价。

（1）评价指标方面的局限。尽管指标类型多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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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案设计

础的。回顾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在运用链接分析
法进行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评价的研究中，被采用的次

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数相对较高的指标有网页数、总链接数、内链接数、外
链接数、总网络影响因子和外部网络影响因子这6项指

本文以42所“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网站作为研

标。表1中统计了以往应用链接分析进行图书馆网站影

究对象，其中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国内大学图书馆网

响力评价研究中采用的评价指标，为分析方便，指标名

站数量众多，且质量参差不齐。42所“双一流”大学因

称已进行统一规范，如站外链接数、外部链接数在表格

为各方面的原因，其图书馆网站的质量相对而言都比较

中均被统计为外链接数。在分析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并

高，基本上处于一个层级。且各自在网络中都具有一定

权衡考虑目前数据获取工具的功能，本文最终确定的

的影响力，对其进行评价研究具有可比性、可行性和实

评价指标汇总见表2，为便于后续统计，以a1到a9表示。

用性。二是为了响应“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需求。图书

本文在评价指标方面虽然并未设置新型指标，但指标

馆在一个大学中的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在互联网时

的选取是在充分调研以往研究指标设置的基础上，在

代，图书馆网站对一个图书馆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考虑其适用性与可行性的情况下择优选取的，研究将内

为保障和助力“双一流”建设，对“双一流”大学的图

链接数等有所争议的指标剔除在外，在科学性和客观

书馆网站质量进行评价势在必行。

性方面有所改进。总而言之，本文在评价指标确定上既
以评价网站影响力为出发点，又综合了各家所长。

2.2 研究方法的概述

表1 以往研究中各指标利用频次
排 名

研究指标

频 次

研究者

1

外链接数

19

叶焕辉[10]

2

网页数

15

赵乃瑄等[26]

3

总链接数

14

刘文云等[27]

4

内链接数

13

熊军等[12]

5

总网络影响因子

13

陈太洋[9]

6

外部网络影响因子

10

马先皇[13]

链接分析法最先是由国外学者提出。1996年，美国

7

首页指标

9

杨石山等[16]

爱荷华州立大学图书馆的Mckiernan [22] 根据文献计量

8

用户指标

8

刘文云等[6]

9

出链数

5

马洪亮等[17]

10

内部网络影响因子

5

岳增慧等[14]

11

PR值

4

丁楠等[18]

12

反链接数

3

任立肖等[7]

13

SR值

2

刘文云等[27]

借鉴期刊引文分

14

百度权重

2

赵乃瑄等[26]

析法中的影响因子，提出网络影响因子，并对其进行实

15

链接密度

2

司虎克等[11]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链接分析法，所谓链接分
析法，是指一种基于引文分析法发展起来的，以网络链
接为研究对象，利用搜索引擎、网络数据库和数学统计
分析方法，对网络链接的分布规律和网络信息单元之
间的链接规律进行分析研究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是
[21]

网络信息计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

学中引文“Citation”率先提出“Sitation”一词用来描
述网站之间相互链接的关系。同年，比利时文献计量学
家Larson[23]首次将“Sitation”用于文献题名中，标志着
网络链接分析法被学界正式认可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研究方法。1997年，Almind等

[24]

证研究，证明网络影响因子可以用来定量评价有关网
站的重要程度。自此以后链接分析法在国外成为网络

2.4 研究工具的选择

[21]

计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据邱均平等 的考证，国内
较早对链接分析法进行讨论的是李彦宏，李彦宏 [25] 于

所谓研究工具，也称为链接分析工具，它主要包括

1996年率先提出进行链接分析以优化搜索引擎排序。

两类工具，即数据获取工具和数据分析工具。本文选择

进入21世纪后，链接分析法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

采用Excel作为数据分析工具，较为方便，能满足研究需
要。至于数据获取工具，基于以往研究回顾，发现各工具

2.3 研究指标的确定
链接分析法是以一定的链接指标数据作为分析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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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Goolge、Altavista、AlltheWeb、Hotbot和百度等）
性能不一，很多学者曾对其进行过分析，如邱均平[21]、
杨木容[2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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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链接分析指标及其检索式

表2 评价指标
指标内涵

工 具

指 标

检索式

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到的某网站内的网页数量，其值越

Google

a1 网页数

site：www.lib.pku.edu.cn

指标名称

Google

a2 总链接数

www.lib.pku.edu.cn

越大

站长工具

a3 外链接数

www.lib.pku.edu.cn

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到的与某网站相关或存在链接关系

站长工具

a6 PR值

www.lib.pku.edu.cn

a2 总链接数 的网页总数，其值越大，表示该网站的影响力和辐射能

百度指数

a7 网站关注度

www.lib.pku.edu.cn

站长工具

a8、a9 网站流量

www.lib.pku.edu.cn

a1 网页数 大，表明网站内容越丰富，信息含量越多，网站规模也

力也越大
某网站外与该网站存在链接关系的网页数。在一定范围
a3 外链接数 内，其值越大，表明网站越权威，网站质量也越高。此处
用反链接数代替，指从别的网站导入到某网站的链接数量
a4 网络影
响因子
a5 外部网络
影响因子

总链接数与网页数之比。其特点在于排除了网站信息规
模大小的影响，是对网站影响力尤其是网络信息资源影

关注度
a8、a9 网
站流量

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国防科技大学图
书馆、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网

站外链接数与网页数之比，反映网站外部链接的平均水

站关注度、网站流量数据无法获取或未达计数标准；

平，是目前最广泛的网站外部影响力和网络辐射力评价

东南大学图书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

指标

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的网站PR值查询不到，

或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Google用来衡量一个网站好
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值的范围是0~10，其值越大，表明
该网页越受欢迎

a7 网站

检索所得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样本数据。

响力进行评价的重要指标

Google排名运算法则的一部分，用以标识网页的等级
a6 PR值

接数，在2018年2月18日20:00~21:30再次搜索，以两次

或显示为0。因此，为保证评价客观、准确，故不再对
以上8所大学图书馆进行评价。所以，本文实际评价的
“双一流”大学图书馆网站只有34所，而非42所。

表征某网站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被用户关注的程度，通过

此外，仅以有效数据来看，可以发现42所“双一流”

在百度指数中检索关键词可以得到网站近30天的整体

大学的图书馆网站各项指标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以

日均值

每一项指标对其进行排序，可以发现所得排名结果各不

网站的点击量与访问量，其值大小，可以表征一定时间

相同，如表4就列举了以4项指标分别单独排序的前10所

内网站的网络影响力，通常用整站日均IP（访问网站的
用户数，a8）和整站日均PV（网站页面浏览量，a9）表示

大学图书馆，如此分析，定然不太合理，故而需要采用一
种综合分析的方法来对数据进行处理，依此得到综合
结果。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处理。

本文在综合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能够获取本文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学者邓

确定的指标数据为目标，最终选择表3中汇总的各工

聚龙 [29] 率先提出的灰色系统理论中的一种系统分析方

具，对应的指标数据和检索式也列举在表中。以北京大

法。以本文研究对象举例，该方法是以各图书馆网站各

学为例，各检索式是在参考以往有关研究与当前工具性

链接指标的最优值（一般是最大值或最小值，本文中的

能后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检索时发现Google

最优值为最大值）组成一个参考数列，然后将每个图

并不能获得外链接数，因此本文除网页数和总链接数

书馆网站的各链接指标数据视为一个比较数列（本文

仍采用Google获取以外，其余均采用国内的数据获取

可得34个比较数列），使该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相比

工具，以尽量避免国外工具对中文网页收录不全和获取

较，从两者的关联度大小来评价各图书馆网站的网络

的有关链接指标数据不准确的不足。

影响力大小，关联度越大，影响力越高。
本文利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灰色系统研究所开发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利用上述工具对42所“双一流”大学图书馆网站的

的灰色建模软件第七版对以上指标数据进行灰色关联
分析，以灰色绝对关联度排序，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为
各大学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评价结果。

链接分析指标数据进行收集，数据收集时间为2018年2

由表5数据可知，当前网站影响力排名前10的“双一

月18日8:00~12:30。为保证数据质量，降低由于检索时

流”大学图书馆网站分别为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间不同所带来的数据不稳定等影响，部分数据如总链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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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单项指标排序举例
指 标

网页数

总链接数

1

复旦大学图书馆

2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3

武汉大学图书馆

4

浙江大学图书馆

排 名

反链接数

网络影响因子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中南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天津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5

同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大学图书馆

6

清华大学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7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

山东大学图书馆

8

北京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馆

山东大学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

9

兰州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10

重庆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表5 分析结果
排 名

图书馆网站

绝对关联度

排 名

图书馆网站

绝对关联度

1

浙江大学图书馆

0.993 7

18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0.523 3

2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0.584 8

19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0.522 9

3

复旦大学图书馆

0.578 8

20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0.521 8

4

北京大学图书馆

0.565 1

21

中南大学图书馆

0.519 4

5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0.552 1

22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0.517 2

6

南开大学图书馆

0.544 6

23

重庆大学图书馆

0.516 8

7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0.543 0

24

兰州大学图书馆

0.515 8

8

清华大学图书馆

0.536 4

25

四川大学图书馆

0.515 6

9

南京大学图书馆

0.535 6

26

山东大学图书馆

0.514 5

10

厦门大学图书馆

0.533 9

27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0.513 9

11

武汉大学图书馆

0.532 0

28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0.513 7

12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0.532 0

29

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

0.512 0

13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0.529 6

3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0.510 8

14

同济大学图书馆

0.529 3

31

东北大学图书馆

0.508 7

15

中山大学图书馆

0.529 0

32

云南大学图书馆

0.504 5

16

天津大学图书馆

0.528 6

33

新疆大学图书馆

0.502 2

17

吉林大学图书馆

0.524 2

34

湖南大学图书馆

0.500 8

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及厦门大学。而从关联

15所，其中复旦大学的网页数最多，为10 650个，即被

度来看，影响力排名前10的大学图书馆网站中只有浙江

Google收录的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网站相关的网页数有

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关联度达到0.9以上，为0.993 7；其余

10 650个。其后，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网

9所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关联度均低于0.6。从整体来看，

站网页数也超过9 000个。网页数最少的为中国海洋大

大部分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关联度都在0.5以上，最低为

学，只有113个。由于网页数是指利用搜索引擎能够检

0.500 8。这表示，从整体上看，我国“双一流”大学的图

索到的某网站的网页数量，可以表征网站建设规模大

书馆网站影响力普遍较低，亟需改进。以下将从各个具

小，因此，从这点来看，可以发现当前大部分大学图书

体指标对34所“双一流”图书馆网站进行分析。

馆网站的建设规模较为完备，但是也有部分大学图书

（1）网站建设规模总体来说较为完备，但各网站
之间差距仍比较大。观察网页数，研究发现，当前网
页数大于1 000个的有21所；网页数大于2 000个的有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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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网站建设规模较小，与其他大学图书馆网站相比差
距较大，发展有待完善。
（2）网站内部信息较为丰富，结构较为合理，但对

卢文辉 高仪婷

基于链接分析法的大学图书馆网站影响力评价研究

外影响力还有待加强。从总链接数与反链接数来看，34

万，大于10万的有5所，整站日均IP最高的是上海交通大

所大学的图书馆网站总链接数都大于1 000，大部分网站

学图书馆网站，有232 500。与此同时，大部分网站的整

的总链接数在2 000以上，总链接数大于5 000的有8所，

站日均PV数都在30万以上，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

复旦大学的图书馆网站整站日均PV数已逾百万。以上

图书馆网站的总链接数上万。不过，分析当前各大学图

数据表明，当前“双一流”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用户群体

书馆网站的反链接数，研究发现，反链接数大于1 000的

巨大，图书馆网站确实有其巨大价值。网站建设者应该

却只有14所，反链接数大于2 000的只有5所，其中北京大

提高网站建设质量，将图书馆网站的价值充分发挥出

学图书馆网站的反链接数最多（4 762个）。与总链接数

来，提高用户关注度与利用率。

相比，各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差距较大。因为总链接数在
理论上来说应等于反链接数与网站内部链接数的总和，

4 研究建议

因此，从此处可以发现，各大学图书馆网站的内部链接
数相对而言都较高，说明网站内部信息及其组织等较为

总而言之，目前大学图书馆网站的网络影响力还有

丰富和合理。而从总网络影响因子和外部网络影响因子

待加强。尽管当前图书馆网站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如

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学图书馆网站中网络影响因子最

网站建设规模总体较为完备、内部信息较为丰富、整体

高的达到了18.27，最低只有1.01；外部网络影响因子最

质量较好等；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如各大学图书馆网

高的为4.66，最低的为0.2。网络影响因子最高的是中国

站质量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对外影响力有待加强，

海洋大学图书馆网站，其影响因子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

以及用户关注度有待提升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此

其网页数太少，这一结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网

提出相关的建议策略，以提高大学图书馆网站网络影

络影响因子对于评价网站网络影响力有所局限，不够客

响力。

观、准确。与此对比，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用来评价网站

（1）明确网站定位，理念上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

影响力可能会更为科学。由于反链接数、总网络影响因

提高网站内容建设质量。图书馆是以用户为中心的，

子、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的大小均能反映一个网站的对外

图书馆网站也应该要以用户为中心。建设“双一流”大

影响力，而由上述分析可知，当前大部分大学图书馆网

学，服务的提升永远是不能落下的，因而在图书馆及其

站尽管建设规模较大，内部信息组织及其结构布局较

网站方面的建设也不该松懈。用户作为图书馆网站服

好，但是对外影响力还有待加强。

务的对象，其地位更应该得到加强。目前许多图书馆网

（3）网站整体质量较好，但用户关注度与利用率还

站内存在很多与用户服务无关的内容，有些新闻动态也

需提高。分析PR值发现，34所“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

许必不可少，但是不能主次颠倒；有些图书馆网站将主

网站的PR值分布在6~8之间。PR值全称为PageRank，是

力放在这一块，使得投入服务的精力大大减少，实在是

用来表示网页等级的一个标准，级别分别是0~10，它是

本末倒置。图书馆网站要想提升网络影响力，就该明确

Google用于评测一个网页“重要性”的一种方法。当某

定位，一切以用户为中心，以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满足

个网站的外部链接数越多，外部链接站点的级别越高，

用户需求为中心，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也应加强网站内

那么这个网站的PR值也就越高。当前“双一流”大学图

容建设，合理规划网站结构，尽可能地消除冗余信息，

书馆网站的PR值分布6~8之间，这表示34所“双一流”

及时地更新信息，从而大大提高网站可用性、便利性，

大学图书馆网站的整体质量还是有所保证的，其外部

进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和利用率。

链接的站点等级与权威性也有所保障。不过，分析各大

（2）丰富宣传手段，形成口碑效应，吸引并主动

学图书馆网站的网站关注度，研究发现，当前关注度大

扩大服务用户群体。图书馆要“走出去”，图书馆网站

于1 000的只有2所大学，大于500的有17所，其余网站

就必须“先行一步”，而这一步如何迈出，积极宣传就

的网站关注度都不足500，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的网

是必须的。除了转变宣传心态，将其由被动转为主动以

站关注度最低（156）。网站关注度表征的是网站在过

外，宣传还得有特色，要实际。此外，网络的快速发展，

去30天内被用户关注的程度，图书馆网站的网站关注

网络用户增加的同时，在网络社交媒体也得以繁荣发

度低，则表明该图书馆网站在网络中很少有用户关注。

展。图书馆网站以用户为中心，其宣传也应以用户为中

而从网站流量来看，大部分网站的整站日均IP都大于5

心，要走入用户之中。因此，图书馆网站的宣传手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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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所改善，要充分利用各类社交媒体的优势进行宣

展亟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最主要的在于

传，进而形成口碑效应。图书馆不是私人藏书房，也不是

网站建设者、管理者、维护者是否对网站予以足够的重

“高校牌坊”，它是属于用户的，就该“取之于民，用之

视。充分意识到图书馆网站对于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性，

于民”，图书馆网站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大学图书馆网

是保障图书馆网站发展的关键。此外，及时对网站进

站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师生，但是也存在相当一部

行合理规划和维护，是当前网站发展的重要任务。聘用

分用户是属于离校毕业师生或者社会人士，以及其他相

专业人才进行维护与管理，是提升网站维护与管理质

关研究者。如何保证在为主要对象服务的同时，兼顾这

量的基本条件。当前部分图书馆采取外包的方式进行

些用户的需求，这是未来图书馆网站建设应当考虑的，

网站建设、维护与管理，其合理性、可行性、可取性也

毕竟共享俨然成为了一大发展趋势。由于用户类型多

值得关注。

样，就必然会导致用户需求多元化。图书馆要想兼顾各
类型用户，也必然要求图书馆网站提高其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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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网站建设不为资金所限制，仍然是图书馆网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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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Website Influence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Link Analysis Method
LU WenHui GAO YiTing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Abstract: The library website i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the library to carry out online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ibrary website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valuation of the library website’s inﬂuence. Based on the link analysis method, the article takes the library websites of 42
“Double-Class”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uilds a website inﬂue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ing tools such as Google and webmaster tools
combined with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inﬂuence of the website of the “Double-Class”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 was evaluated. The study has
comes out the ranking of the inﬂuence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s,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scale of the website construction is generally complete,
the gap between the websites is large. Although the internal in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website are rich and reasonable, the external inﬂuenc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website is good, but the user attention and utiliz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website positioning, website promotion, website content construction, websit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o on.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Website; Website Inﬂuence; Website Evaluation; Link Analysis; the “Double-Clas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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