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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无线网络的迅猛发展, 4G 网络逐渐推广普及, 5G 网络也预计将于 2020 年商用, 各种各
样的新型业务形态逐渐渗透到移动终端, 使得下一代通信业务类型将更加多样化, 数据的规模、维
度、类型也日益复杂. 通过认知蜂窝网络业务规律, 优化对网络基站部署和资源调度策略, 以满足用
户多类型业务需求, 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对大规模实测蜂窝网络数据的研究分析, 创新
性地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提出了蜂窝网络业务关系网络和基站关系网络模型, 并基于基站关系
网络和重要基站挖掘, 实现了典型无线网络场景识别、基站流量预测和缓存策略优化等应用. 本研
究对于利用蜂窝无线网络大数据, 实现业务流量监控与拥塞预防、网络架构设计以及资源调度优化
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案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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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蜂窝无线网络中, 用户在时间、空间及业务内容等多个维度呈现明显的群体行为规律, 这种动态
变化特征对无线网络的能效造成较大的影响 [1] . 例如白天的商业区较居民区拥有更多的业务请求、地
铁的业务量与上下班高峰班次联系紧密、奥运会直播期间用户所收看的视频有明显的趋同性等等. 这
些用户的群体行为规律可以用经济学中常用的基尼系数表征, 以体现用户请求业务聚集的程度 [2] . 由
于用户并非孤立的存在, 用户群体的特征在通信领域着重体现在业务流量的变化中, 在某一地区的基
站的业务流量特征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从业务的角度来看, 由于各种网络应用业务的日益丰富,
业务与业务之间存在关联性更为凸显, 例如小流量常在线业务、多媒体视频类等大类业务中, 每个大
类中都包含着几十或上百种的具体业务. 研究蜂窝网络中的基站与业务关系行为, 可以更深一步地理
引用格式: 张佳鑫, 张兴, 李永竞, 等. 蜂窝网络中基站关系与业务关系网络与应用.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7, 47: 648–663, doi:
10.1360/N112017-00045
Zhang J X, Zhang X, Li Y J, et al. Base station and service social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ellular networks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17, 47: 648–663, doi: 10.1360/N112017-00045

c 2017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47 卷 第 5 期

解网络的时、空二维行为模式, 从而为网络高能效服务机制研究提供指导, 实现网络资源的动态适配,
从而达到按需适度服务, 并节约网络能耗, 提升网络效率, 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高能效网络.
当前对于无线网络数据的学术挖掘与研究还大多集中在对网络业务分布规律的提取与建模. 欧盟
项目 EARTH 基于用户移动速度和基站站间距定义了典型场景, 并对用户/业务的空间分布规律、业
务时域变化规律、业务类型、活跃用户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3] . 文献 [4] 结合采集实际网络数据,
系统地对不同的区域类型, 如居民区、办公室、休闲区等环境下的业务进行了分析, 并将挖掘的网络业
务规律与用户的行为进行了关联分析. 文献 [5] 对用户的聚集区域进行了区域类型划分, 分析并挖掘
出各类区域中业务的典型速率与请求时间间隔的统计规律. 文献 [6] 针对基站业务的瞬态空间分布刻
画出业务在空间服从的对数正态分布, 这一结论得到了文献 [7] 的验证, 并结合业务空、时二维关系给
出了 SSLT 模型, 用于刻画业务的空时二维分布情况. 在利用无线网络大数据方面, Imran 等 [8] 提出
了将无线网络大数据用于 5G 自组织网络优化的思考, 并通过例证证明了这种应用的可行性.
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对业务关联关系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 仅仅分析了业务总量的变化规律.
而未来的网络中用户的社交关系会显著地体现在业务的变化规律中, 从业务关联关系角度出发, 研究
基站的业务之间、基站与基站之间表现出来的规律, 提取基站关系模型与业务行为关系模型, 可以更
进一步地理解网络业务规律, 从而为网络资源的动态规划及网络高能效服务机制研究提供指导 [9, 10] .
为了研究蜂窝网络中的基站之间关系与业务行为关系, 本文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SN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11, 12] , 这种方法起初是用于研究一组社会单元关系的, 社会单元可以是人、社区、国
家等, 它们的关系模式反映出的现象或数据是网络分析的焦点. 通过研究网络关系, 有助于把个体间
关系与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 “宏观” 结构结合起来, 从而进行定量分析. 针对蜂窝无线网络特性, 基站
(业务) 被作为社会网络的节点, 网络的边通过基站或业务之间的关联关系来量化.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
括给出了一整套蜂窝网络大数据挖掘分析方法, 具体包括网络中业务关系网络建模、基站关系网络建
模方法, 并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应用案例, 验证了所提出的模型在进行场景识别、流量预测、缓存部署
与优化等方面的高效应用, 为无线网络大数据的研究与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 2 节主要阐述了几种业务关系网络的建模方法与结果; 第 3 节运用
了社会网络关系方法构建了基站关系网络, 并进行了社团划分和场景识别; 第 4 节与第 5 节则是基于
基站关系网络的具体应用, 第 4 节中根据基站之间相关度挑选出重要基站, 并根据重要基站的典型性
与代表性对网络流量进行了预测, 第 5 节则是基于基站关系网络展开了蜂窝网络中缓存策略的研究.

2

蜂窝网络中的业务关系网络

随着 3G 和 4G 网络的推广普及, 各种各样的新型业务形态逐渐进入移动终端, 未来的 5G 通信的
业务类型更加多样, 主要可分为增强型移动宽带 (eMBB)、大连接物联网 (mMTC) 和低时延、高可靠
通信 (uRLLC) 业务 3 种类别. 同时伴随着无线网络智能化的发展, 智能设备的日益普及也进一步扩大
了蜂窝无线网络的用户规模, 网络产生的数据规模不断增长, 维度、类型也随之日益复杂. 这些复杂的
空、时、业务多维数据共同构成了蜂窝网络中的无线网络大数据.
从蜂窝网络中主要的网络接口进行收集和提取得到的无线网络大数据, 大致分为流记录数据、网
络性能数据、移动终端数据和额外的数据信息 [13] . 流记录数据是两个端节点之间定义的特定属性的
数据包, 可用于刻画用户画像、描述用户群体行为、追踪移动轨迹等信息; 网络性能数据是以一定的时
间粒度收集的反映网络具体性能指标的数据, 主要包括关键性能指标 (KPI) 数据和测量报告, 可用于
网络监控和资源调度优化; 移动终端数据通过移动 APP 采集, 适用于 APP 提供商进行终端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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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蜂窝网络数据采集 (深圳, 图中圆点代表基站)
Figure 1

Data acquisition in the cellular network (Shenzhen, purple dot in the ﬁgure represents the base station)

其他额外的数据信息, 如用户信息、基站位置信息以及兴趣点 (POI) 信息, 可在研究中起到辅助作用.
但是目前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 大多数对用户行为的分析还停留在单一业务类型 [14, 15] , 对移动互
联网中综合分析多个业务规律的研究工作并不多, 尤其缺乏对各种业务之间关联特性的研究. 本节提
出构建一种蜂窝网络中的业务关系网络的方式, 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用节点代表不同的业务类别,
用相似度映射为业务之间的距离对应网络图中节点之间的连线, 生成蜂窝网络的业务关系网络, 为无
线网络业务分析研究提供模型支撑.
2.1

业务关系网络构建方法

以实际网络中的流量数据信息为例, 对某运营商深圳地区采集到的蜂窝网业务流量数据进行字段
分析, 如图 1 所示.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5 日到 1 月 19 日共 15 天数据, 采集粒度为 60 min,
并可以获取基站信息 (经纬度)、网络类型、上下行流量、数据包数、业务持续时长等信息.
通过数据清洗剔除数据不全的业务和较不常用的业务, 最终得到了 60 种有效的主流业务. 为
了衡量业务之间关系的大小, 定义了各业务之间的距离. 对于采集到的 N 种业务, 要得到第 i (i =
1, 2, 3, . . . , N ) 种业务与第 j (j = 1, 2, 3, . . . , N, j ̸= i) 种业务之间的距离, 首先需要计算出第 i 种业务
与第 j 种业务的相关系数, 这里采用了经典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其值介于 −1 与 1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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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给定阈值的业务关系网络
Figure 2

Service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 the threshold of (a) 0.65 and (b) 0.75

由于基站之间的相关系数集合不满足度量空间的条件, 为便于进一步分析关联网络的内在性质, 我们
√
定义基站业务距离为 dij = 2(1 − ρij ).
有了业务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就得到了关系网络中的两要素: 节点和边. 而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
需要根据不同网络业务情况进行设计, 比较典型的连接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给定阈值业务关系网络、
最小生成树业务关系网络.
2.2

给定阈值业务关系网络

给定阈值业务关系网络中, 只需确定一个相关系数阈值 θ, 对于任意两种业务 i, j, 就可以计算出
二者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ρij : 如果 ρij 大于 θ, 那么就在业务 i 与 j 之间添加一条无向边. 对于 θ
值的选取, 当相关系数达到 0.8 ∼ 1.0 时, 可认为变量之间为极强相关; 0.6 ∼ 0.8 时为强相关; 0.4 ∼ 0.6
为中等程度相关; 0.2 ∼ 0.4 为弱相关; 而当相关系数处于 0.0 ∼ 0.2 时, 即认为变量之间极弱相关或无
相关. 显然, 不同的阈值 θ 的选取会导致最后网络结构不同, 网络所反映出的涵义也自然而然存在很
大差异, 因此在对网络分析时需要结合具体选取的阈值 θ. 当 θ 增大到某一临界值时, 结点之间可能
出现无法全连通的现象, 甚至会有结点没有被边连接. 这里采用上述深圳地区采集到的 15 天全部数
据来构建给定阈值的业务关系网络, 图 2 中的 2 幅图分别为选取的 2 个典型的相关系数阈值时的业
务关系网络, 阈值分别取为 0.65 和 0.75.
如图 2 所示, 当 θ 等于 0.65 时, 该网络不是全连通的, 部分业务节点剥离了出来; 当相关系数达
到 0.75 时, 更多的节点被剥离了出来, 同时形成了几个社团, 这些还未被孤立的业务节点即为与其他
业务关系强的业务. 在这个典型的剥离网络动态过程中, 网络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通过阈值的调整, 核
心业务可直观地反应出来.
2.3

最小生成树业务关系网络

虽然给定阈值业务关系网络的构建方法相对简单、直观, 但往往构建的网络成环状结构, 不易看
出业务之间的分类关系, 因此可采用最小生成树的业务关系网络. 构建最小生成树有两种经典的算法,
即 Prim 算法与 Kruskal 算法, Prim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2 ), 与图中边数无关, 更适合于稠密图,
Kruskal 算法的时间主要取决于边数, 较适合于稀疏图.
如图 2 所示, 可采用相同的数据集, 使用 Kruskal 算法构建最小生成树业务关系网络. 具体方法
2
为: 首先针对 N 种业务之间的 CN
个距离构建的集合, 找出最小值 (即距离最小的两种业务), 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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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最小生成树的业务关系网络
Figure 3

Service social network of the minimal spanning tree

2
种业务之间添加一条无向边, 连接这两种业务. 接着在剩下的 CN
− 1 条边中继续寻找最小值连接业
务, 同时保证业务之间不连成环, 直至遍历所有距离值.

图 3 中, 各节点代表了不同业务, 如快播、优酷、微信、淘宝、新浪微博等, 节点大小是由该业务
在网络中介数的大小决定的. 而对于这样一个由业务构成的网络来说, 介数越大的业务说明了其他业
务越容易通过它相关联, 例如图中任意两种业务相关的路径通过 IMESSAGE 的次数是最多的. 网络
中会出现明显的业务 “聚集” 现象, 即属于同一大类 (视频、即时通讯、社交) 的业务会出现在业务关
系网络相邻的位置, 如图中视频类业务、即时通讯业务有明显的聚类现象. 几大类业务中, 即时通讯类
业务处于网络中间的位置, 而视频类、邮件 (Gmail, Hotmail)、炒股类 (大智慧、通信达、同花顺) 处于
网络相对边缘位置, 相较即时通讯类业的并发性更弱.
基于业务关系网络, 可进一步结合不同业务对网络资源的消耗情况对网络的调控与优化提供一定
的理论指导. 例如, 若某地区的业务呈现出如图 2 所示并发情况, 则可以知道 IMESSAGE 业务会与多
种业务并发, 网络调控时将需要优先满足该类业务消耗的信道资源. 为了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业务并
发关系, 需根据预测需要, 不断使用新数据来更新业务关系网络图, 从而保证预测的准确性.
研究移动互联网业务关联的关系, 可对网络中用户社会属性、网络调控与优化发挥重要作用, 洞
察用户的业务变化趋势, 了解用户的行为喜好, 为挖掘潜在客户、定制个性化业务、开发和优化网络产
品提供指导.

3

基站关系网络及场景识别

无线网络大数据的研究不仅可用于构建业务关系网络, 由于在实际的蜂窝网络中, 每个基站对应
其不同的覆盖范围、覆盖用户群体的差异性, 会表现出不同的流量特征, 可构建起基站关系网络. 例
如商业区、居民区、办公区、交通道路沿线区域等, 其间的用户群体虽然是在不断移动的, 但其行为活
动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利用基站流量的特征差异, 结合其业务时间序列, 可实现对
空、时、内容多维网络的系统性认识, 并针对不同区域对应的典型场景进行智能识别, 进一步实现网络
优化 [16, 17] .
本节提出一种基站关系网络构建方法, 用节点代表不同的基站, 将基站业务相似度映射为基站之
间的 “距离”, 并针对基站关系网络通过复杂网络分析中的社团划分方法进行场景识别, 为基站设置对
应的属性标签. 不仅可用于建模分析和基站业务序列预测, 而且也可以帮助网络运营商了解网络的运
行状况、优化网络资源配置、降低网络拥塞、提高网络的承载能力、科学地规划未来的数据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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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基站关系网络
Figure 4

(Color online) Base station social network

方向.

3.1

基站关系网络构建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将每一个基站当做一个 “社会单元”, 基站之间的 “关系” 为边, 构建如
图 4 中的基站关系网络. 为了构建网络, 我们首先需要量化基站之间的 “关系”. 我们采用基站业务流
量的时间序列作为基站的特征向量, 在计算之前, 对数据进行如下的预处理步骤.
数据预处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1) 根据需求选取空间位置上处于同一区域的 N 个基站;
(2) 整理 N 个基站吞吐量序列, 将各个序列中前 3% 大的吞吐量替换为该序列的平均值, 得到第
i 个基站的吞吐量序列 i (i = 1, 2, . . . , N );
(3) 对各基站吞吐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第 i 个基站的归一化吞吐量序列:
(t)

(t)

si =

pi − min(pi )
,
max(pi) − min(pi)

(2)

其中, s(t)
为第 i 个基站时刻 t 的归一化吞吐量, max pi , min pi 分别表示原始吞吐量序列的最大值与
i
最小值.
经过上面的数据预处理过程, 可以得到基站的特征向量, 然后使用 2.1 小节中提到的方法计算
Pearson 相关系数 ρij 来衡量基站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个给定的相关系数阈值 c, 若 ρij 大于 c, 则认为
基站 i 与基站 j 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他们之间添加一条无向边, 这样就可以构建出 N 个基站的关
系网络, 如图 3 所示.
653

张佳鑫等: 蜂窝网络中基站关系与业务关系网络与应用

3.2

社团划分及场景识别

社团发现在各种具体的网络中存在相应的应用场景, 社团结构分析作为网络科学的经典问题之一,
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例如, 在人际关系网中, 可针对不同兴趣、背景的社会团体采用不同的宣
传策略; 在相似店铺网络中, 社区发现可以检测出商帮、价格联盟等, 对商家进行指导. 同样在基站关
系网络基础上, 可从网络社团结构方面分析潜在的社群信息.
为了实现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流量场景识别, 首先需要构建相应的基站关系网络, 采用 3.1 小节
中的限定阈值的方法得到的基站关系网络无法突出基站之间的关系, 构建的是一个全连通的网络, 可
采取平面最大过滤图 (PMFG) 算法进一步过滤冗余的边, 具体算法流程如下:
(1) 初始的基站网络 D 具有 N 个节点, 即所有的基站, 但是不存在任何连边;
(2) 将图 D 节点之间的距离按升序排列形成序列 d, 其中可能含有重复值, 序列 d 中每一个值对

应两基站之间距离;
(3) 将序列 d 中的第一个距离值对应的连边加入到 D 中;
(4) 顺序从序列 d 中选取相应的边加入到 D 中, 如果新加入的边使 D 不再是平面图, 则取消新加
入的边而考虑下一条边;
(5) 重复步骤 (4) 直到 D 中所加入边的数量达到 (3N − 6) 条.

通过 PMFG 算法, 就可以过滤掉冗余的边, 保留了基站之间最重要的信息, 构建出基站关系网络,
可用于分析该网络以优化蜂窝无线系统.
社团划分方法可采用基于优化模块度值的算法 [18] , 采用模块度用于评估社区发现的效果, 这是目
前常用的一种衡量网络社区结构强度的方法, 对于同一个输入图进行不同的社区发现策略, 取得模块
度值较高的策略性能较好. 我们借助于 Louvain method 算法来发现基站关系网络中的社团结构, 其步
骤如下:
(1) 初始化, 将每个节点划分在不同的社区中;
(2) 逐一选择各节点, 计算将它划分到它的邻居社区中得到的模块度增益. 如果最大增益大于 0,

则将它划分到对应的邻居社区; 否则, 保持归属于原社区;
(3) 重复步骤 (2), 直到节点的社区不再发生变化;
(4) 构建新图. 新图中的点代表上一阶段产生的不同社区, 边的权重为两个社区中所有节点对的

边权重之和. 重复步骤 (2), 直到获得最大的模块度值. 可以将上述步骤分为两阶段:
第 1 阶段: 包含步骤 (1) 至 (3), 用于设定各节点的归属社区, 直到不再发生变化;
第 2 阶段: 由步骤 (4) 组成, 用于构建新图, 并重新执行第一阶段的操作, 直到模块度值不再增加.
整个算法流程如图 5 所示. 我们使用蜂窝网络的现网实测数据构建了基站关系网络, 并基于该网络实
现了典型场景划分 [19] . 采用 PMFG 算法和 Louvain method 算法, 香港研究区域的基站关系网络及其
社团结构划分如下所述.
图 6 中每种颜色代表一个社团, 可见该网络存在着 4 个社团结构. 将这些基站的地理位置对应到
实际的地图中, 由图 6 可见, 每个社团对应着相应的典型场景, 例如红色和紫色基站主要分布在中心
区域, 4 种类型基站分别对应于办公区、商业区、居民区和地铁站.
各社团的时域流量模式如图 7, 分别对应于办公区、商业区、居民区和地铁站. 对于办公区, 流量
呈现出典型的平时高、周末低, 且每天会在上午时段出现一个峰值; 对于商业区, 周末和平时差距不
大, 峰值则出现在下午, 且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晚上; 居民区周末比平时流量更高, 且一个峰值出现在晚
上 11 点; 地铁站与上面 3 种有明显不同, 它存在着两个典型的峰值, 对应着早晚高峰期. 这些结论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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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of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Louvai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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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站社团划分
Figure 6

Base station community division

示出用户行为习惯对基站流量特征的影响, 各类基站都具有各自明显差异的社团结构模式.

4

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无线网络流量预测

第 3 节给出了基站关系网络构建方法, 以及场景识别的简单应用. 由于基站关系网络是建立在基
站流量分析的基础上, 而业务流量是连续而富有规律性的, 因此根据已知的业务流量变化来预测未来
基站处业务流量的变化趋势成为基站关系网络模型的重要应用之一. 利用基站关系网络对无线网络流
量预测, 可以预先得知业务流量的变化情况, 并且根据不同情况及时地采取相应的策略. 本节将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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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不同场景流量模式
Figure 7

(Color online) Traﬃc pattern under various scenarios. (a) Oﬃce; (b) CBD; (c) residential areas; (d) subway

要基站选取、流量预测和结果分析介绍具体的应用方法.

4.1

重要基站选取

社会关系网络中, 每个个体作为社会单元, 与其他个体有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关系, 有的个体交际
范围广, 与其他个体的社会关系强度大, 因此社会影响力也大. 同样的, 基站关系网络中, 也存在一些
基站, 与其他基站间业务流量变化更相似, 与更多的基站都有关联, 因此这些基站被挑选出来成为 “重
要基站” (very important base station, VIBS).
基站关系网络中的重要基站是该类基站社团内的典型代表, 主要体现在:
(a) 重要基站可以体现出区域内的业务流量变化规律, 及时进行业务的存储和资源预留;
(b) 重要基站具有典型的业务规律代表性, 可以通过了解重要基站的业务规律识别其区域和典型

业务场景类型;
(c) 重要基站的业务请求规律可以代表区域内社团基站的业务请求规律变化情况.

由于重要基站的影响范围更广, 它的业务流量更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通过重要基站的业务认知
和挖掘, 可以更精准地预测其他基站的业务规律变化情况和用户请求特征 [20] , 从而实现更加精准的业
务调度和资源分配.
为了筛选出部分基站作为重要基站, 可采用基站的度来衡量其重要性, 利用 2.1 小节得到的限定
阈值的基站关系网络, 统计每个基站与之相连的基站数量, 得到每个基站的度值, 对基站的度进行排
序, 依次选取度排序前 m (m = 1, 2, . . . , N ) 个基站作为重要基站, m 代表了要选取的重要基站的数量,
其值的大小也会影响到流量预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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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VR 预测流程
Figure 8

4.2

SVR prediction process

流量预测

图 8 给出了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无线网络流量预测的流程, 首先应对原始数据预处理剔除异常数
据, 而后构建基站关系网络并选取出重要基站, 最后根据已知的重要基站的吞吐量预测其他基站的吞
吐量, 可采用支持向量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的回归形式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
进行预测. SVR 的总体算法流程如图 8 所示, 利用 SMAPE (symmetric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来衡量最终吞吐量效果, 其具体公式为
SMAPE =

2 ∑N |Ft − At |
,
t=1 |Ft | + |At |
N

(3)

其中, Ft 为评估值, At 为实际值. 选取 m 个基站作为重要基站后, 根据支持向量机评估其他 N − m
个基站的吞吐量. 计算评估出来的各个基站的均衡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SMAPE), 选取平均 SMAPE
最小时的 m 个基站作为重要基站. 根据选出的 m 个重要基站, 采用 SVR 算法, 使用历史数据训练出
其他 N − m 个基站与 m 个重要基站的吞吐量关系模型. 将待评估时间段内的 m 个基站的吞吐量输
入到关系模型中, 即可输出对应的 N − m 个基站的吞吐量.
4.3

结果分析

以香港地区的 98 个基站总共 15 天的数据为例, 首先将 15 天的历史数据分为两部分, 选取前 12
天数据作为训练样本集, 后 3 天数据测试该方法效果. 将所有基站训练集 12 天数据中的前 10 天作为
SVR 的输入, 输出训练得到的其他 (98 − m) 个基站与选取的 m 个基站吞吐量关系模型; 将度最大的
m 个基站的后 2 天数据作为吞吐量关系模型的输入, 输出其他 (98 − m) 个基站后 2 天的估计值;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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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umber of VIBS)

图 9 (网络版彩图) 不同数目 VIBS 预测效果
Figure 9

(Color online) Prediction results with various number of VIBS

算 (98 − m) 个基站各自的 SMAPE, 做出 SMAPE 平均值随 m 的变化情况, 如图 9. 圆点为 (98 − m)
个基站 SMAPE 的平均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 m = 8 时, 其他基站的平均 SMAPE 最小, 也就是预测
效果最佳, 因此选取的重要基站个数为 m = 8.
根据选出的 8 个重要基站, 采用 SVR 使用历史数据训练出其他 90 个基站与 8 个重要基站的吞
吐量关系模型. 将原始 15 天数据中的最后 3 天的 8 个基站的吞吐量输入到关系模型中, 即可输出对
应的 90 个基站的吞吐量. 图 10 展示了 90 个基站中部分基站的评估结果, 其中方块为评估值, 十字为
真实值. 3 个图依次为最好结果、平均结果与最差结果. 计算 90 个基站的评估误差, 最大 SMAPE 为
40.2%, 最小值仅为 5.4%, 评估的平均 SMAPE 为 19.4%, 因此该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度.
基于基站关系网络提出了一套基于重要基站流量来评估其他基站流量的方法, 对于实测 98 个基
站数据, 仅需要 8 个基站 (约 8%), 即可评估出其他基站流量.

5

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研究

第五代移动通信中网络流量与网络中设备连接数目加速增长, 为满足高速业务需求、降低端到端
时延、提升用户满意度, 在网络中部署缓存已成为主要的手段 [21, 22] . 然而传统的缓存策略单从业务热
度或用户访问业务记录的方面设计缓存策略, 针对的只是网络瞬时片段进行分析, 并不能适配业务的
动态特征.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络性能, 可将所建模的基站关系网络运用到缓存策略中, 并结合用户关
系网络特征设计优化网络.
由于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用户具有明显的用户群体行为, 而同一社团内的基站基本上都处于某
一特定的地理区域, 因此可以认为基站社会关系图中的同一社团的基站拥有类似的业务需求, 在时间、
空间、内容维度具有相似性. 由此, 利用基站的业务流量关联关系, 构建基站关系网络模型, 选出某一
区域内的 VIBS, 进一步地采取资源配置和调度算法, 可有效地增强网络的智能性, 在最短的时间内实
现业务的有效认知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本节分别提出基于基站关系网络、基于基站与用户关系网络的存储策略. 相比传统的缓存策略,
所提的方案可为网络提供智能的存储策略, 充分利用重要基站对网络业务流量变化和用户请求精准预
测, 优化缓存部署, 提升网络性能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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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版彩图) 预测效果 (自上而下依次为: 最好结果、平均结果、最差结果)
Figure 10 (Color online) Prediction results (from top to bottom in turn is: the best results, the average results and the
worst results)

5.1

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

基站之间的业务流量相关系数可定义为基站之间的社会联系属性 (social tie factor, STF), 其数值
可分成若干均等区间. 通过统计数值落在每个区间上的概率可得到基站 STF 的概率密度函数, 绘制
出 STF 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 通过 MATLAB 的曲线拟合工具, 可对 STF 曲线进行拟合分析, 并印证
出基站 STF 的概率密度服从 Gauss 正态分布 [24] . 由于重要基站的选取具有代表性, 能够代表整体基
站的业务流量变化趋势, 且能够预测网络的流量走势, 因此挑选大于 STF 阈值的基站作为重要基站,
同时 STF 阈值的设置是一个可以优化的变量.
由于在此网络回传链路总容量与缓存容量是受限的, 因此在所提的缓存策略中, 只在重要基站处
部署缓存, 并只在重要基站通过回传链路与核心网络相连, 其余基站不部署缓存而直接连接重要基站,
以降低回传链路压力、提高基站缓存命中概率. 用户通过最大信号接收功率选择接入基站: 如果用户
接入的是重要基站, 那么用户首先在重要基站的本地缓存中搜索是否存在所需要的业务内容, 若存在,
则直接从重要基站的本地缓存中获取, 若不存在, 则重要基站通过回传链路向核心网络获取用户请求
的业务内容; 如果用户接入的是除重要基站之外的普通基站, 那么普通基站向重要基站反馈用户的请
求并通过重要基站来获取用户所需要的内容 [24] . 经理论推导及仿真验证, 可发现采用所提的基于基
站关系网络的存储策略较基站平分存储资源可提升网络吞吐量达 48%.
但这种方案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例如一些普通基站与重要基站的联系度很小, 业务相似度较低, 很
有可能这些普通基站服务的用户所请求的内容并不能在重要基站的本地缓存中找得到, 但是这些普通
基站仍然要连接到重要基站获取缓存内容, 并且还要经由重要基站向核心网络请求所需要的内容,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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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网络时延的同时也降低了网络的整体吞吐. 针对这一问题, 可进一步依据其与重要基站的社会关系
强度将普通基站细分. 通过设定一个其他普通基站与重要基站的门限值将其他的基站分为普通基站与
独特基站: 其中普通基站与重要基站的社会关系强度大于门限值, 意味着两者的业务流量变化相似程
度更高, 普通基站服务的用户更有可能从重要基站的本地缓存中获取所请求的内容; 而独特基站与重
要基站之间的社会关系强度小于门限值, 流量变化相似度小, 因此独特基站服务的用户从重要基站的
本地缓存获取的所需内容的概率更小.
经过修正, 可将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归纳为: 在重要基站和独特基站处分别部署缓存, 且
重要基站与独特基站都可以通过回传链路连接核心网络, 即均分回传链路容量. 若用户连接到重要基
站或者独特基站, 那么用户首先在其本地缓存中搜索所需要业务, 若不存在, 那么重要基站通过回传链
路连接至核心网络获取用户所需业务; 若用户连接到普通基站, 那么普通基站连接至重要基站获取业
务. 在此缓存策略的网络中, 网络吞吐较所有基站均分缓存与回传链路资源的情况下有 83% 的提升,
印证了利用蜂窝网络基站关系提升存储效率的可行性.
5.2

基于基站与用户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

为了进一步优化网络性能, 可进一步结合用户关系网络的特性, 了解网络中用户的兴趣爱好的变
化趋势, 优化基站缓存实时的热门内容, 进而实现整体网络中缓存内容的更新替换, 使得基站的缓存策
略并不是针对某一静止时刻的分析, 而是动态变化的. 在用户请求业务内容的行为上, 可以发现其他
用户的兴趣与选择会影响典型用户对所请求业务的选择, 这种行为与印度餐馆模型相吻合 [25, 26] . 因
此, 可采用印度餐馆模型来反映用户之间请求业务的相互影响. 对于第一个用餐者而言, 他选择每道
菜的概率是均等的, 而在他之后的每个用餐者都会受到前面用餐者选择的影响, 例如, 前面两个人如果
都选择了某一道菜, 那么第 3 个人也选择这道菜的概率会增加, 而不是均匀分布. 由于在网络中加入
了用户的概念, 因此用户之间也可以相互请求业务, 并且通过 D2D 通信来获取业务.
图 11 为进一步提出的基于基站与用户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 [27] , 描述了用户请求业务并获取业务
的流程. 网络中基站缓存的总容量与回传链路总容量是受限的. 基站仍分为 3 类: 重要基站、普通基
站与独特基站, 重要基站与独特基站具有缓存能力且可以通过回传链路连接核心网, 而普通基站则没
有缓存能力且只能连接重要基站. 每个用户终端处具有缓存能力, 根据印度餐馆模型来判断典型用户
请求的业务是否在其之前有请求记录: 若有, 则该业务被划分为老业务, 若无, 则该业务为新业务, 即
在典型用户之前没有人请求该业务.
当一个用户请求一个业务时, 服务该用户的基站首先判断该业务是否属于新业务, 若是新业务, 用
户只能从蜂窝网络中获取业务, 若是老业务, 那么用户优先考虑通过 D2D 通信获取该业务. 用户能够
成功进行 D2D 通信的条件有: (1) 该用户 D2D 通信范围内存在其他用户; (2) 其他用户与该典型用
户的相遇时间足够他们传输文件; (3) 其他用户缓存有该用户请求的业务. 如果用户无法通过 D2D 通
信获取所请求的业务, 那么该用户只能从蜂窝网络中获取: 若该用户接入的是重要基站或者独特基站,
那么服务基站首先搜索本地缓存中是否有该业务, 若有, 则从本地反馈给用户, 若没有, 则从核心网获
取业务反馈给用户; 若用户接入普通基站, 那么普通基站将用户请求传送给重要基站, 再进行业务的
获取.
由于采用用户间的 D2D 通信, 基站的业务负载得到有效卸载, 减轻了基站业务流量压力. 同时
D2D 通信的融入增加了用户的击中缓存的概率, 降低网络功率消耗并增加了网络的总吞吐量, 有效提
升了网络能效. 通过理论仿真分析可以发现, 综合运用基站关系与用户关系设计缓存策略, 可通过优
化重要基站覆盖半径、D2D 通信半径与 STF 门限值, 使得网络总吞吐相较于优化前有 60%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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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ﬂow chart of caching strategy

结论

本文通过对现网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数据业务的采集和测量, 从空间、时间及业务内容等多个维
度的群体行为规律进行了分析, 并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分别提出了蜂窝网络中业务关系网络与
基站关系网络模型. 进一步地, 通过模型实现了典型无线网络场景的识别, 通过 8% 的重要基站即可
实现对其他基站进行的业务流量预测. 并在已构建的基站关系网络模型基础上, 对蜂窝网络中缓存策
略进行了改进, 提出基于基站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和基于基站与用户关系网络的缓存策略. 本文所提
基于无线网络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总结的相关模型与应用案例, 可用于设计与优化未来无线网络业务
流量监控与拥塞预防、网络架构以及资源分配调度方案.
致谢 感谢首席科学家牛志升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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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station and service social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ellula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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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networks, the fourth-generation (4G) communication network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the ﬁfth-generation (5G) network is expected to be commercialized by 2020.
Many types of new services are being gradually applied mobile terminals with increasingly complex data in terms
of diversity, scale, and dimension. It has become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to optimize the base station deployment
as well as resource scheduling strategy to meet various service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cognizing of cellular
network service pattern. We introduce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and propose a novel method to build
service social network and base station social network (BSSN) for typical wireless network based on a study
of wireless big data in practical networks. Additionally, traﬃc ﬂuctuations can be predicted based on selected
several typical very important base stations (VIBS), and caching strategies for cellular network can be optimized
based on BSSN. This work provides insigh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for traﬃc monitoring, congestion prevention,
network deployment and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resource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in cellula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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