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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页质量是一个网页满足用户需求能力的衡量，是搜索引擎确定结果排序的重要依据。

在网页资源内容与用户需求有相关性的基础上，内容是否完整、页面是否美观、对用户是否

友好、来源是否权威专业等因素，共同决定着网页质量的高低。 

 

对于搜索引擎来说，给用户呈现的网页质量直接影响了最终的搜索效果和用户的需求满

足；而对于广大的站长来说，整体网页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在搜索引擎中获得良好的排序和展

现，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获得更多流量。 

 

百度搜索综合用户对不同网页的实际感受，制定了一套评判网页质量的标准，基于这个

标准，在百度搜索的收录、排序、展现环境进行调整，给高质量的网页更多的收录、展现机

会，同时对一些影响用户体验、欺骗搜索引擎的恶劣低质网页进行打压。 

 

目前互联网上的网页，仅有 7%可以达到高质量标准，百度作为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希望从互联网生态角度出发，跟站长们一起努力建立良好的互联网生态圈，更好地为网民服

务，也让内容优质的网站得到更好的发展。 

 

此外，搜索引擎之前相对封闭，一直以来，站长需要通过不断的摸索发现搜索引擎对网



 

 

页的判断标准，指导站点内容的建设。此次推出《网页质量白皮书》，目的是开放百度在网

页质量方面的判断标准，给站长提供参考，希望有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生，满足搜索引擎

用户的需求，同时为站长带来流量，实现共赢。 

 

2 衡量网页质量的维度 

百度搜索引擎在衡量网页质量时，会从以下三个维度综合考虑给出一个质量打分。下面

会一一介绍这些影响网页质量判断的维度特征： 

 内容质量 

 浏览体验 

 可访问性 

 

一个访问流畅，内容质量高且浏览体验好的网页具有较高的质量；反之，任何一个维度

出现问题，都会影响网页的整体质量。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下这三个维度。 

 

2.1 衡量网页质量的维度——内容质量 

网页主体内容是网页的价值所在，是满足用户需求的前提基础。百度搜索引擎评价网页

内容质量主要看其主体内容的好坏，以及主体内容是否可以让用户满意。 



 

 

 

不同类型网页的主体内容不同，百度搜索引擎判断不同网页的内容价值时，需要关注的

点也有区别，如： 

 首页：导航链接和推荐内容是否清晰、有效。 

 文章页：能否提供清晰完整的内容，图文并茂更佳。                                                                                                 

 商品页：是否提供了完整真实的商品信息和有效的购买入口。 

 问答页：是否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答案。 

 下载页：是否提供下载入口，是否有权限限制，资源是否有效。 

 文档页：是否可供用户阅读，是否有权限限制。 

 搜索结果页：搜索出来的结果是否与标题相关。 

 

百度搜索引擎考量网页内容质量的维度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成本；内容完整；信息

真实有效以及安全。下面我们通过举例来感受一下百度搜索引擎是如何对网页的内容质量进

行分类的，请站长对比自己站点的页面，站在搜索引擎和用户的角度为自己打分： 

 

1、内容质量好： 

百度搜索引擎认为内容质量好的网页，花费了较多时间和精力编辑，倾注了编者的经验

和专业知识；内容清晰、完整且丰富；资源有效且优质；信息真实有效；安全无毒；不含任

何作弊行为和意图，对用户有较强的正收益。对这部分网页，百度搜索引擎会提高其展现在



 

 

用户面前的机率。例如： 

 专业医疗机构发布的内容丰富的医疗专题页面； 

 资深工程师发布的完整解决某个技术问题的专业文章； 

 专业视频网站上，播放清晰流畅的正版电影或影视全集页面； 

 知名 B2C 网站上，一个完整有效的商品购买页； 

 权威新闻站原创或经过编辑整理的热点新闻报道； 

 经过网友认真编辑，内容丰富的词条； 

 问答网站内，回答的内容可以完美解决提问者的问题。 

实例参考： 

示例 内容质量 说明 

case 3.1.1-1 好 专业医疗网站发布的丰富医疗专题页面 

case 3.1.1-2 好 
资深工程师发布的完整解决某个技术问题的专业

文章 

case 3.1.1-3 好 
专业视频网站上，播放清晰流畅的正版影视全集

页面 

case 3.1.1-4 好 京东的一个完整有效的商品购买页 

case 3.1.1-5 好 权威新闻站原创的热点新闻的报道 

case 3.1.1-6 好 经过网友认真编辑，内容丰富的百科词条 

case3.1.1-7 好 百度知道上，完美解决用户问题的问答页 

 

http://www.haodf.com/zhuanjiaguandian/haodf_587089684.htm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linux/1309_gaozp_nand/
http://tv.sohu.com/s2012/ccrs/
http://item.jd.com/876668.html
http://news.sina.com.cn/w/z/2013nobel/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8.htm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5973976.html


 

 

2、内容质量中： 

内容质量中等的网页往往能满足用户需求，但未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制作编辑，不

能体现出编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内容完整但并不丰富；资源有效但质量欠佳；信息虽真实

有效但属采集得来；安全无毒；不含作弊行为和意图。在互联网中，中等质量网页其实是一

个比较大的数量集合，种类面貌也繁杂多样，百度搜索引擎在评价这类网页时往往还要考虑

其它非常多因素。在这里，我们仅部分举例来让各位感受一下： 

 论坛类网站里一个普通的帖子； 

 一个普通的问答网页； 

 没有进行任何编辑，直接转载其它网站的新闻； 

 无版权信息的普通电影播放页 

 采集知名小说网站的盗版小说页。 

实例参考： 

示例 内容质量 说明 

case 3.1.2-1 中 网易直接转载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新闻。 

case 3.1.2-2 中 文库上网友上传的“国庆放假安排”新闻 

case 3.1.2-3 中 采集起点小说网的盗版小说站 

case 3.1.2-4 中 百度贴吧里一个普通的帖子 

case 3.1.2-5 中 百度知道一个普通的问答页，还没有最佳答案 

 

http://news.163.com/13/1006/16/9AH3PHNA0001124J.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10-06/5346507.s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2e5867280066f5335a812182.html
http://www.shushuw.cn/booklist/30171.html
http://tieba.baidu.com/p/3038197772
http://bcs.duapp.com/spamdemo/nrzlz-1.png


 

 

3、内容质量差： 

百度搜索引擎认为主体内容信息量较少，或无有效信息、信息失效过期的都属于内容质

量差网页，对用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应该减少其展现的机会。同时，如果一个网站内

该类网页的占比过大，也会影响百度搜索引擎对站点的评级，尤其是 UGC 网站、电商网站、

黄页网站要尤其重视对过期、失效网页的管理。例如： 

 已下架的商品页，或已过期的团购页； 

 已过有效期的招聘、交易页面； 

 资源已失效，如视频已删除、软件下载后无法使用等。 

实例参考： 

示例 内容质量 说明 

case 3.1.3-1 差 商品已下架，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case 3.1.3-2  差 团购结束，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case 3.1.3-3 差 交易信息已过期 

case 3.1.3-4 差 招聘已失效 

case 3.1.3-5 差 下载页资源失效 

case 3.1.3-6 差 视频播放页视频无效，无法播放 

case 3.1.3-7 差 论坛水贴 

 

 

http://bcs.duapp.com/spamdemo/3-5.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3-6.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3-7.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3-8.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5.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6.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3-2.png


 

 

4、没有内容质量可言： 

没有内容质量可言的网页指那些制作成本很低，粗制滥造；从别处采集来的内容未经最

起码的编辑整理即放置线上；挂木马等病毒；含有作弊行为或意图；完全不能满足用户需求，

甚至含有欺骗内容的网页。例如： 

 内容空短，有很少量的内容，却不能支撑页面的主要意图； 

 问答页有问无答，或回答完全不能解决问题； 

 站内搜索结果页，但没有给出相关信息 

实例参考： 

示例 内容质量 说明 

case 3.1.4-1 无质量可言 
内容空短，有很少量的内容，不能支撑页面的主要

意图 

case 3.1.4-2 无质量可言 没有找到相关内容的搜索结果页 

case 3.1.4-3 无质量可言 文章有标题，但没有任何内容 

case 3.1.4-4 无质量可言 问答页，只有问题没有回答 

case 3.1.4-5 无质量可言 回答完全不能解决问题 

case 3.1.4-6 无质量可言 文章有标题，但主体内容还未发布 

  

除上述网页外，欺骗用户和搜索引擎的网页在无内容质量可言集合里占很高比例。百度

搜索引擎对作弊网页的定义是：不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通过不正当手段欺骗用户和搜索

http://bcs.duapp.com/spamdemo/3-1.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7.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1.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2.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3.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2-4.png


 

 

引擎从而获利的网页。目前互联网上这部分网页还属少数，但作弊网页的价值是负向的，对

用户的伤害非常大，对这类网页，搜索引擎持坚决打击态度。 

 实例参考： 

示例 内容质量 说明 

case 3.1.4-7 无质量可言 作弊页面，刻意增加关键词 

case 3.1.4-8 无质量可言 作弊页面，刻意增加关键词 

case 3.1.4-9 无质量可言 作弊页面，文不对题 

case 3.1.4-10 无质量可言 作弊页面，文不对题 

case 3.1.4-11 无质量可言 作弊页面，虚假官网 

 

2.2 衡量网页质量的维度——浏览体验 

不同质量的网页带给用户的浏览体验会有很大差距，一个优质的网页给用户的浏览体验

应该是正向的。用户希望看到干净、易阅读的网页，排版混乱、广告过多会影响用户对网页

主体内容的获取。在百度搜索引擎网页质量体系中，用户对网页主体内容的获取成本与浏览

体验呈反比，即获取成本越高，浏览体验越低。面对内容质量相近的网页，浏览体验佳者更

容易获得更高的排位，而对于浏览体验差的网页，百度搜索引擎会视情况降低其展现的机率

甚至拒绝收录。 

 

影响用户浏览体验好坏的因素很多，目前百度搜索引擎主要从内容排版、广告影响两方

http://bcs.duapp.com/spamdemo/case3147.jp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case3148.jp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case3149.jp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case31410.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case31411.png


 

 

面对网页进行考量。 

 内容排版 

用户进入网页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内容排版，排版决定了用户对网页的第一印象，也

决定了用户对内容获取的成本。 

 广告影响 

百度搜索引擎理解网站的生存发展需要资金支持，对网页上放置正当广告持支持态

度。网页应该以满足用户需求为主旨，最佳状态即“主体内容与广告一起满足用户

需求，内容为主，广告为辅”，而不应让广告成为网页主体。 

 

下面我们通过举例来感受一下百度搜索引擎是如何对网页的浏览体验进行分类的，站长

可以据此对比检验自己站点的浏览体验如何： 

1、浏览体验好：  

页面布局合理，用户获取主体内容成本低，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排版合理，版式美观，易于阅读和浏览； 

 用户需要的内容占据网页最重要位置； 

 能够通过页面标签或页面布局十分清楚地区分出哪些是广告； 

 广告不抢占主体内容位置，不阻碍用户对主要内容的获取； 

 

 



 

 

实例参考： 

示例 浏览体验 说明 

case 3.2.1-1 好 
招聘、房产等网站首页也有很多广告，但都是招聘相

关的，浏览体验是 ok 的。 

case 3.2.1-2 好 文章页，页面布局合理，无广告，排版好，结构合理 

case 3.2.1-3 好 
游戏首页，排版美观，布局合理，无广告，浏览体验

优 

 

2、浏览体验差： 

页面布局和广告放置影响了用户对主体内容的获取，提高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成本，令用

户反感。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情况： 

 正文内容不换行或不分段，用户阅读困难； 

 字体和背景颜色相近，内容辨别困难； 

 页面布局不合理，网页首屏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主体内容； 

 广告遮挡主体内容；或者在通用分辨率下，首屏都是广告，看不到主体内容； 

 弹窗广告过多； 

 影响阅读的浮动广告过多 

 点击链接时，出现预期之外的弹窗； 

 广告与内容混淆，不易区分； 

 

http://www.zhaopin.com/
http://www.huxiu.com/article/15152/1.html
http://www.battlenet.com.cn/features/zh/landing/wow


 

 

实例参考： 

示例 浏览体验 说明 

case 3.2.2-1 差 正文内容不分段，排版差 

case 3.2.2-2 差 首屏都是不相关广告，看不到有价值的主体内容 

case 3.2.2-3 差 广告与内容混淆，不易区分 

 

2.3 衡量网页质量的维度——可访问性 

用户希望快速地从搜索引擎获取到需要的信息，百度搜索引擎尽可能为用户提供能一次

性直接获取所有信息的网页结果。百度搜索引擎认为不能直接获取到主体内容的网页对用户

是不友好的，会视情况调整其展现机率。 

 

百度搜索引擎会从正常打开、权限限制、有效性三方面判断网页的可访问性，对于可以

正常访问的网页，可以参与正常排序；对于有权限限制的网页，再通过其它维度对其进行观

察；对于失效网页，会降权其展现机制甚至从数据库中删除。 

 

1、可正常访问的网页 

无权限限制，能直接访问所有主体内容的网页。 

 

http://bcs.duapp.com/spamdemo/pbc-1.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lltyc-1.png
http://bcs.duapp.com/spamdemo/pbc-4.png


 

 

2、有权限限制的网页 

 此类网页分为两种：打开权限和资源获取权限 

1）打开权限 

指打开网页都需要登录权限，没有权限完全无法看到具体内容，普通用户无法获取或获

取成本很高，百度搜索引擎会降低其展现机率。不包括以登录为主要功能的网页。 

2）资源获取权限 

指获取网页主要内容，如文档、软件、视频等，需要权限或者需要安装插件才能获得完

整内容。此时会分三种情况： 

 提供优质、正版内容的网站，由于内容建设成本很高，尽管查看全文或下载时需要

权限或安装插件，但属于用户预期之内，百度搜索引擎也不认为权限行为对用户造

成伤害，给予与正常可访问页面相同的对待。 

 对于一些非优质、非正版的资源，来自于用户转载甚至机器采集，本身成本较低，

内容也不独特，用户获取资源还有权限限制——需要用户注册登录或者付费查看，

百度搜索引擎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调整其展现。 

 还有一些视频、下载资源页，也许自身资源质量并不差，但需要安装非常冷门的插

件才能正常访问，比如要求安装“xx 大片播放器”，百度搜索引擎会怀疑其有恶意

倾向。 

 



 

 

实例参考： 

示例 可访问性 说明 

case 3.2-1 好 
CNKI 上的一篇论文，收费才能下载，但有版权，浏览体

验好 

case 3.2-2 好 优酷上一部新电影，需要付费才能观看，浏览体验好。 

case 3.2-3 中 内容是 copy 来，但是需要登录才能看更多 

case 3.2-4 差 
入党申请书，本身就是转载的，网上到处都是，但这个页

面仍然要求收费才能下载。 

 

3、失效网页  

往往指死链和主体资源失效的网页。百度搜索引擎认为这部分网页无法提供有价值信息，

如果站点中此类网页过多，也会影响百度搜索引擎对其的收录和评级。建议站长对此类网页

进行相应设置，并及时登录百度站长平台，使用死链提交工具告知百度搜索引擎。 

 

失效网页包括但不仅限于： 

 404、403、503 等网页； 

 程序代码报错网页； 

 打开后提示内容被删除，或因内容已不存在跳转到首页的网页； 

 被删除内容的论坛帖子，被删除的视频页面（多出现在 UGC 站点）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TAJJ201210048.htm
http://www.youku.com/show_page/id_zf932f95cccdb11e296ac.html
http://www.haidian123.com/thread-328121-1-1.html
http://www.shangxueba.com/share/p2596724.html


 

 

3 互联网网页资源现状 

CNNIC2014 年年初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称：截至 2013 年 12

月，中国网页数据为 1500 亿，相比 2012 年同期增长了 22.2%。2013 年中国单个网站的

平均网页数和单个网页的平均字节数均维持增长，显示出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更为丰富：平

均网站的网页数达到 4.69 万个，较去年同期增长 2.3%。 

 

为了保证搜索质量、提高用户使用满意度，百度搜索引擎每周都会进行网页质量抽样评

估。然而从近一年的评估数据中我们发现，优质网页的绝对数量非常少，且几乎没有增长；

普通网页的占比在下降，相应的，质差网页的比例却有明显上涨。截至 2014 年 5 月，统计

数据显示，在百度网页搜索发现的海量网页中，优质网页仅占 7.4%，质差网页高达 21%，

其余普通网页为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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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网页搜索通过一系列筛选、识别、分析、赋权等工作，努力将更多优质网页呈现在

用户面前，每天约打击上万质量差网站，涉及网页达百万量级，尽可能减少质量差网页给用

户带来的干扰。从下图 2014 年 5 月的网页展现分析数据显示，目前展现在用户面前的网页

质量分布中，优质网页占比为40%，质量差网页降为11%——虽然这个变化已经非常明显，

但百度网页搜索还是希望能和广大站长一起努力，将质量差占比降到更低。 

  互联网全部网页  在百度搜索得到展现的网页 

优质网页  7.4%  41% 

普通网页  71.6%  49% 

质量差网页  21%  11% 

 

上述质量差网页包括低质网页和垃圾网页两部分，低质网页问题分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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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采集 

低质搜索结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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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差 



 

 

从上图我们看出，目前低质网页中最严重的问题即因广告过多、占据网页主要位置以及

超预期弹窗带来的浏览体验差，内容空短、网页需要权限才能获取资源和过期信息也是低质

网页的重要组成部分。 

 

质量差网页中除了低质网页外，无任何质量可言的垃圾页面的问题分布如下图所示： 

 

 死链对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来说都已没有存在的意义，垃圾网页中占比最大。其次是

对用户和搜索引擎伤害巨大的作弊网页，资源无效、有问无答和不相关搜索结果页这些极大

浪费用户时间的网页也是搜索引擎不希望呈现给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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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百度搜索引擎给站长的建议 

上面介绍了百度搜索引擎对网页质量的判定标准，与这些标准相应的，站长在实际工作

中应该遵循几项原则： 

 设计网页时主要考虑的是用户，而非搜索引擎 

 永远将用户体验放在首位 

 根据用户需求制作内容 

 多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网站具有独特价值 

 将目光放长远，滥放广告弊大于利 

 及时删除低质内容 

 不要企图用任何方式欺骗用户和搜索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