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规模日志分析的网络搜索引擎用户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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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用户行为分析是网络信息检索技术得以前进的重要基石，也是能够在商用搜索引擎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各种算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为了更好的理解中文搜索用户的检索行为，本文对搜狗搜索
引擎在一个月内的近 5 千万条查询日志进行了分析。我们从独立查询词分布、同一 session 内的用户
查询习惯及用户是否使用高级检索功能等方面对用户行为进行了分析。分析结论对于改进中文搜索
引擎的检索算法和更准确的评测检索效果都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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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r log analysis is important for both Web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ologies and commercial

search engine algorithm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search behavior of Chinese Web search users, w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Sogou Search Engine query log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50 million entries for search requests
over a period of one month. The analysis includes search retrieval behavior in individual queries distribution, user
request customs in the same session and whether using advanced search functions. Conclusions may help improve
Web information retrieval algorithms and 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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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网络与信息资源的飞速发展，网络搜索引擎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网络信息的主要途
径。但现在人们通常只是简单地通过短短几个词的查询与检索系统进行沟通，而在网络信息
资源规模如此庞大的情况下这种沟通是远远不够的，检索系统往往不能比较准确地返回用户
所真正需求的信息。因此，进行搜索引擎的用户行为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基金资助：本文相关工作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2004CB318108)，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大
项目资助（104236）和自然科学基金（60223004, 60321002, 60303005）资助
作者简介：余慧佳（1985-），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tuhj03@mails.tsinghua.edu.cn.

搜索引擎日志是网络搜索引擎用户行为的重要载体，国内外的不少研究者都针对网络搜
索引擎的用户日志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网络信息检索工具得到普及之后，面向网络信息检索
的用户行为分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Cockburn[1]，Catledge[2]和Tauscher[3]等人就分别在 90
年代中期左右对Web用户的浏览行为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到 1998 年左右，部分研究者如[4][5]
等就开始对商业搜索引擎的用户日志进行大规模的分析。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种研
究，例如查询词频分布规律的研究等，都很少集中在中文网络用户的行为分析上。
中文网络数据环境与英文的有较大的差异，除了数据上的，还有使用群体的文化、语言
习惯等差异，这些都造成了中文搜索引擎用户行为上的特异性。因此有必要对中文搜索引擎
的用户行为进行分析，以针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算法或检索性能评测方法等指出有益的方向。
本文将对为期一个月的真实规模中文搜索引擎网络日志进行研究，从较大规模的数据中
分析中文搜索引擎用户行为的一些特点，以为中文搜索引擎算法的改进和检索性能的评测等
提供一定依据和方向。因为日志数据规模较大，所以更具一般性，更能反映出大部分用户的
行为特征。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对已有工作和搜索引擎的日志设计等作简单的介绍；然后对
基于日志的搜索引擎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最后针对中文与英文搜索引擎用户行为差异尝试
提出一些对于中文搜索引擎算法设计、评测方法设计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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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工作概述

2003 年中国搜索引擎研究报告[6]指出，2004 年中国搜索引擎用户已占互联网用户的
95.2%，每天的搜索请求量达到近 1.9 亿次。而根据最近发布的两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7][8]，截止到 2005 年 12 月 31 日,我国的网民数达到了 1.11 亿，65.0%的用户指出
搜索引擎是他们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功能。另外，根据Sullivan的统计[9]，2004 年底，Google
作为世界上索引量最大和访问频率最高的搜索引擎，能够索引到超过 80 亿的网络页面，而
其每天处理的用户查询则超过 2.5 亿个。
面对如此庞大的搜索需求，深入挖掘发现用户行为特点，进而提高搜索引擎算法的效率
和准确率显得尤其重要。1998 年，Craig Silverstein 等人对大规模英文搜索日志进行了分析
[4]，结论指出 85%的查询用户都只翻看了查询结果的第一页内容等。这些结论都对英文搜
索引擎的算法改进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由于中文网络数据的特殊性以及中英文网民行
为的差异，对中文搜索引擎进行较大规模的分析以找出中文搜索引擎用户的行为特征是很有
必要的。
此外，对用户检索目的的分析也是近年来用户行为分析研究的热点之一， IBM研究院
的Broder首先提出了“任务驱动”的概念，在他构想的用户检索流程模型中，查询任务决定
了用户的查询需求，进而反映在查询词上。他在[10]中指出，用户的查询任务包括导航类、
信息类和事物类三类。对查询任务进行划分的出发点在于，针对三类检索可以使用不同的检
索模型、参数，甚至评价方法也随着检索类别的变化而有所区别。因此实现检索类别的自动
划分对于提高检索性能和增加检索评价的可信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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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用户的行为构成与日志设计
搜索引擎用户的行为构成可由图 1 表示：

图 1 搜索引擎用户的行为流程
Fig.1 Search engine user’s “query-navigation” behavior

用于分析的搜狗网络日志由一系列查询需求组成，每个查询需求都包括如表 1 所示条
目：
表 1 搜狗网络日志的内容
Tab.1 content of the query log of sogou
名称

记录内容

query

用户提交的查询

URL

用户点击的结果地址

time

用户点击发生时的日期、时间

rank

该 URL 在返回结果中的排名

order

用户点击的顺序号（这是用户点击的第几个页面）

id

由系统自动分配的用户标识号

submitter information

浏览器信息，计算机信息

利用查询词和用户点击页面的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出用户提交的查询一般有什么特点，
如长短、频度等；而由用户点击结果页面的信息我们能得到用户的点击习惯等。我们的实验
主要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用户需求进行统计的基础上的宏观分析，主要目的是寻找用户需求中
的热点、词频分布规律、查询行为特点等，进而对检索系统的系统结构和算法设计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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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日志的搜索引擎用户的行为分析

独立的查询分析
实验所使用日志包括搜狗搜索引擎在 2006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的 28 天内的所有查
询。其中非空查询共 45,745,985 个，含非重复查询共 4,345,557 个，session 个数为 26,255,952
个。
4.1.1 查询的长度
查询的长度主要指的是用户提交的查询中包含几个词语或字（用空格隔开的），分析结
果中，长度不超过 3 个词的查询占了总查询数的 93.15%，平均长度为 1.85 个词，这说明用
户输入的查询通常都比较短。而且平均长度与Craig Silverstein等人分析的英文查询长度结果
[4]的 2.35 个词相比更短，这说明中文搜索引擎得到的用户需求信息更少，需要对用户需求
有更多的分析和经验，才能更加准确地返回用户需求的信息。
4.1

4.1.2 查询的频度
查询的频度是指在整个 2006 年 2 月份的网络搜索日志中，该查询一共被提交过多少次。
对于出现次数最多的前 150 个查询，我们将其出现次数及排名绘成图 2 所示：

图 2 查询的频度排名与出现次数的关系
Fig.2 frequency_rank and frequency of query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少数查询出现的次数很多，而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出现次数大于 100
次的 query 总数为 35,177 个，占非重复查询总数的 0.8%,但其总的出现次数却为 59,736,863
次，占总查询数目的近 70%。这说明在搜索引擎每天处理的大量查询中，有很多查询都是
重复的，很少一部分查询就占了用户需求的大部分。如果搜索引擎能够通过某些方法提高这
少部分经常出现的词的查询质量，就能使整体的检索质量提高不少。同时也证明了在搜索引
擎设计中引入缓存（cache）机制或人为干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而在对查询 term（term 指的是用户提交的查询中被空格分隔开的单个的词或字）的统计
中发现，在出现次数最多（均大于 500,000）的 12 个 term 中，有 50%的 term 与图片相关，
表明现在人们对图片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搜索引擎在图片搜索方面应予以重视。
4.2 Session 相关分析
一个 session 指的是同一个用户在某一小段时间内的连续查询。对于某一小段时间的定
义，是由搜狗搜索引擎的网络日志决定的，即对于同一用户，在他开始使用搜索引擎检索到
他关闭浏览器的那段时间就定义为一个 session。
4.2.1 每个 session 中的查询个数分析
在实验中我们对每个session中所含的查询个数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果中在同一个
session内查询的平均个数为 1.75 个，有 66.46%的session只含有一个查询，即在那小段时间
内，大部分用户只提交了一个查询且没有对该查询进行修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用
户对检索结果表示满意，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信息后结束查找，也可能是对检索结果不满意，
但又不想修改查询词后再次搜索了。这与Craig Silverstein等人分析的结果[4]63.7%基本一致。
4.2.2 在一个 session 内，修改查询方式所占比例
当用户提交一个查询后，如果对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不满意时，用户有可能会在原有查
询词的基础上进行增加或删减字词。另外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在一个 session 内，用户很
可能彻底更换查询内容。对于那些一个 session 内提交了 2 个以上查询的情况（即用户对原
查询进行了修改），我们分析了用户修改查询词的各种方式所占比例，详见表 2。
表 2 在一个 session 内中文搜索引擎用户对查询的修改方式分布
Tab.6 queries modified methods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earch engine users within a session
查询的不同修改方式
Adding terms

平均占 Session 中修改过查询数的比例
9.00%

Deleting terms

1.43%

Totally changing the query

83.27%

其他修改方式

6.30%

注：Adding terms 和 Deleting terms 包括在任意位置增加或删除的改动。

当用户对查询不满意而适当修改时（除去全部改变的情况），很大程度是因为返回结果
的搜索范围较大，因此用户会选择增加查询词以限制搜索范围，搜索结果过于冗余是搜索算
法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4.3 其他用户行为相关分析
在不同的用户群体中表现出来的用户行为特征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用户习惯点击的结果
在搜索引擎返回结果中的大体位置如何，或者中文用户有多少会提交含有英文的查询、有多
少用户会采用高级检索或直接键入 URL 地址作查询词等。这个部分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
分析。
4.3.1 点击次数与 rank 之间的关系分析
用户提交一个查询后，搜索引擎可能会返回很多页结果，但是并不见得这些结果都会对
用户有用，因为用户一般不会将这些结果点击浏览过。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分析了搜索引
擎返回的结果的顺序排名（rank）与被点击次数的关系如图 3，取对数值后则得图 4。

图 3 返回结果的顺序排名与被点击次数的关系
Fig.4 Rank and click times

图 4 对返回结果的顺序排名与被点击次数取对数值后的关系
Fig.5 Rank and click times

实验数据显示约 85% 的用户只翻看搜索引擎返回结果的前 10 个结果，即返回结果页面
的第一页。这个用户行为决定了尽管搜索引擎返回的结果数目十分庞大，但真正可能被绝大
部分用户所浏览的，只有排在最前面的很小一部分而已。所以传统的基于整个结果集合查准
率和查全率的评价方式不再适用于网络信息检索的评价，我们需要着重强调在评价指标中有
关最靠前结果文档与用户查询需求的相关度的部分。TREC在近年组织的网络信息检索评测
[11][12][13][14]中，以及针对中文网络信息检索的评测如[15][16]都采用了更重视检索结果最

前的少数几篇文档是否满足用户需求。
4.3.2 用户使用高级检索的比例
在 1998 年Craig Silverstein等人分析的结果[4]的分析结果中，超过 20%的查询中含有＋、
－、and、or等符号以运用高级检索功能进行检索。但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却只有约 0.73%
的查询中含有用于高级检索功能的符号，即目前中文检索用户更多的检索方式只是简单地输
入几个关键词用以查询。这说明在使用检索系统的过程中，简便仍是被用户所看重的，也说
明了各种复杂功能的指定应从用户使用便利的角度出发。
4.3.3 直接输入 URL 作为查询词的比例
在实验结果中，有 2.82%的查询是用户直接输入 URL 部分或全部地址进行查询的。我
们对这些包含 URL 的查询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平均有 32.41%的点击数点击的结果就是用
户输入的 URL 的网址。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用户提交含有 URL 的查询是由于
没有记全网址等原因而想借助搜索引擎来找到自己想浏览的网页。因此搜索引擎在处理这部
分查询的时候，一个可能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首先把相关的完整 URL 地址返回给用户，这样
有较大可能符合用户的查询需求。
4.4 独立用户行为分析
从前面的结果中得知中文查询通常较短，而且中文含义较多，因此搜索引擎很难选择到
底该将什么样的结果返回给用户。通过表给出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到虽然两个用户都是提交
了“仙剑奇侠传”这个查询，但是由于检索目标不同，用户查询的行为也有很大差别。用户
1 只点击了一次结果，而且从点击的 URL 可以看出他是想找有关仙剑这个游戏的相关网站
或下载地址；而用户 2 则点击了 13 次之多，而且他点击的 URL 是一些导航类的网页，可以
推测他的检索目标是和仙剑电视剧或游戏相关的信息或资讯。而这两种情况基本代表了提交
仙剑奇侠传这个查询的用户的两种最主要的检索目标。因此，搜索引擎在返回结果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将这两类相关的网站交错排列放到返回结果的靠前位置，从而较好地满
足两种不同用户的查询需求。
表 3 用户查询行为特征比较
Tab.1 compare of user behavior character
用户编号

5

查询词

点击次数

首次点击的 rank 值

1

仙剑奇侠传

1

6

2

仙剑奇侠传

13

12

首次点击的 URL
games.tom.com/zhuanti/pal_3/index.html
news.17173.com/zt/0707xj/

结论与讨论

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对搜狗搜索引擎一个月内的真实查询日志的分析情况。结果指出
对于 85%的查询，用户只翻看搜索引擎返回结果的第一个页面，这与英文用户行为分析的
结果[4]基本一致。但中文检索用户行为有一些特征是区别于英文检索用户的。例如，中文
检索用户提交的查询中只有 0.73%是使用了高级检索功能，这个比例远低于英文用户行为分
析中 20%的比例，说明中文检索用户更注重搜索引擎使用方法的简便，这也跟中国的文化
发展特征和现状有关；另外，中文检索用户提交的查询中重复率比英文检索用户高得多，在
本文分析的四千五百万查询中有四千万个查询是重复冗余的，即少数查询出现总数占了总查
询数的绝大部分，这说明在中文检索算法中使用缓存机制及人为干预更加必要等。这些结果，
都表现出中文检索用户行为的特点，并对中文搜索算法和评测标准的改进都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用户行为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检索系统算法设计及性能评价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在网络信

息检索研究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泛的应用背景。随着中文用户搜索需求的扩
大，进一步地对中文搜索用户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也显得更加重要。由于中文的特点，在查询
词之间的联系比英文查询词更多，如何进一步利用这些中文搜索用户的特征进一步改善检索
算法性能，则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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