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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 operato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controlling the repeat
network access of users. However the choke point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that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of
the repeat network access is not mature enough and short of accuracy, which makes it can not control this
problem effe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represents vector space-based model of repeat network access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and recognition speed by using the call fingerpri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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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控制用户的重入网是电信运营商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困扰这一问题的瓶颈在于现有重入
网识别技术不够成熟，准确率低，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本文利用呼叫指纹的基础理论，提出了
基于向量空间的重入网模型,提高了识别的准确率和识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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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入网概况

分客户，在入网后很短时间内重入网，选择更适合
自己的品牌或套餐。

1.1 重入网现象现状

1.2 识别重入网用户的方法

目前电信运营商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入网
现象，即移动用户在已经拥有一个移动号码的情况
下，再次购买所归属的同一移动运营商新号码入网，
新号码全部或者部分替代原有旧号码。造成大量的
重入网用户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存在大量对资费敏感客户。客户对资费比较
敏感，当新的资费套餐出现或者某种套 餐出现优
惠，这些资费敏感客户便在网内跳转。 通常这部分
客户，是 ARPU 较低的低价值客户， 对号码依附关
系不大。
(2) 部分市场营销政策之间相互影响。新增市场
政策和存量市场政策冲突，新推出的市 场营销策
略，影响到原有的资费套餐，使得原有资费套餐用
户，转向新套餐。
(3) 存在大量定位不准客户。对于新客户，没
有合适的分析手段来分析和准确识别，以至于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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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资料的识别技术，通过诸如身份证号
码、用户姓名、登记地址 、联系人信息等用户资料
信。缺点：目前很多用户在移动通信商的客户管理
系统中没有用户资料。
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的
识别技术的缺点是很多手机上没有 IMEI，所以用此
办法根本没有办法识别。
呼叫指纹：所谓“呼叫指纹”就是指用户在使用
移动运营商的产品及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交往圈、
呼叫特征、短信特征、位置特征、客服特征、终端
特征等信息。这些特征对每一用户是相对稳定的，
且存在个体差异，因此可以作为识别重入网用户的
特征。缺点：基于交往圈信息的呼叫指纹算法由于
识别准确率低、识别时间过长、因此，在控制重入
网用户方面不是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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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重入网分析

作为目标匹配集和待匹配集，并转换所有的数据为
sas 数据集，形成基础表。计算每个用户对其每个联

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信息检索技术是较为成熟
且应用广泛的信息检索技术[1-5]，该技术将文档和
查询信息均用向量空间表示，查询匹配问题转化为
向量空间的 矢量匹配问题，文档与查询的相似度可
用向量之间的夹角来度量．在移动通信领域，用户
的通话详单就相当于一个一个的文档，只要我们能
够提取每个用户的通话详单中的特征项，就可以通
过计算特征向量和向量之间的夹角余弦来得到用户
与用户之间的相似度，从而找到重入网的用户。 向
量空间模型的原理为:
(1) 特征项 t：也称为索引项，是指出现在用户
话单 d 中且能够代表该用户性质的基本单位．
t
ω
(2) 定义 2．特征项权值 ik 是指特征项 k 代表
tf
ω
d
用户 i 的能力大小． ik 的计算采用特征项频率 ik
idf
和比文献频率 k 计算 ：

系人的通话总次数,从中提取前 20 个通话频率最长
的号码，这 20 个号码就是用户的特征项，并计算出
特征项权值

ωik 。其运算流程图 1 如下：

ωik =tfik ×idf = tfik ×(log2(N / nk ) +1)(1)

d

t

tf

式中 ik 表示特征项 k 在用户 i 中出现的频
n
率 , N 表示话单集合中的数量, k 代表在话单集合
ω
tf
t
中出现特征项 k 的数目． 从式可知, ik 越大 ik 值
t
ω
n
越大；同样 k 越小 ik 值也越大,说明该特征项 k 更
d
能够代表用户 i 的特征．
(3) 定义 3．话单向量：设话单集合中共有 m 个
t
t
t
不同的特征项 1 ， 2 ，…， m 分别计算用户
di ( i=1，…，N)的特征项 t1 ， t2 ，…， tm 的特征
ω
项权值，由这些特征项权值所构成的向量 i1 ，
ωi 2 …， ωim 成为用户 di 的向量。由于 特征项 t1 ，

Figure 1. Flow chart of repeat network access

(1) 确定待匹配和新增用户名单:，一部分是新
增用户数据集，记为 f(A)。另外一部分就是待匹配
数据集，记为 f(B)。“新增用户”指已经入网而且有
一个完整月的通话行为数据的用户。“待匹配用户”
指目前在网用户(包括零次通话用户 )及半年内离网
用户。分析新增用户的通话行为，并将其与待匹配
的移动用户的通话行为进行相似度匹配，如两用户
的通话行为的相似度在一定的阀值范围内，确定这
两个用户为同一用户，从而确定该新增用户为重入
网用户。
(2) 计算数据集中的每个用户对其联系人的通
话总次数；
(3) 提取前 20 个通话次数最多的联系人号码，
这些被提取出来的号码就是能够代表此用户特征的
“呼叫指纹”；
(4) 对每个新用户提取与其前三个通话
次数最多的号码有关系的老用户：从空间信息检索

t2 ，…， tm 互不相同，我们可以将话单向量看做是 m 维

欧氏空间的向量．这样，用户之间的相似程度通过向量的
形式转化为向量之间的数学计算模式，使得在进行归类以
及查询匹配过程中的计算过程比较简单、快速．

(4) 定义 4．相似度 ：两话单向量之间相似的
d d
距离程度记为相似度．用户 i ， j 相似度定义为向
量之间的夹角余弦 ：
m

co s θ =

3

∑ω

ik

× ω jk

k =1

m

m

k =1

k =1

( ∑ ω ik2 )( ∑ ω 2jk )

m

的算法可以看出，为了计算

模型运算过程

m

m

k =1

k =1

(∑ ωik2 )(∑ ω 2jk )

对新入网的 CDMA 用户和老 CDMA 用户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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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k =1

ik

× ω jk
和

，相当于是 f(A)与 f(B)作笛卡尔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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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的数据：1600 个新入网的用户和 30 万老用
户，运算量超过了 4.8 亿，用普通的处理器需要将近
7 天的运算时间，根本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但是由于
在所有数据集中，匹配不上的用户数据（非重入网
用户）占绝大部分，所以从逆向思维的角度，首先
提取新用户话单中通话次数最多的前三个号码，然
后去和 f(B)中的数据进行比对，从而，f(B)中只会留
下和这三个号码匹配上的数据，这样就会把可能是
重入网用户的数据筛选出来.极大的提高了运算效
率。经测试，整个的运算时间从 7 天降到了 1 个小
时，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目前联通 C 网的重入网分析
的需要。
(5) 合并筛选出来的数据，最为新的待匹配数
据集。
(6) 计算新数据集中所有用户的 w 的值，也就
是计算用户的特征向量值。
(7) 计算 cosθ ,并取最小值。但最小值小于我
们所设定的临界值时，就认为此用户为重入网用户。

4

基于空间信息检索的重入网分析模型要比传统
的“呼叫指纹”分析方法方便，快捷的多。首先，在
空间信息检索的重入网分析模型中只需要提取用户
通话次数最多的前 20 个号码，作为特征项，而在“呼
叫指纹”分析方法中药提取用户的交往圈、呼叫特
征、 信特征、位置特征、客服特征、终端特征等多
种信息；其次，在空间信息检索的重入网分析模型
中我们只需要用户一周的话单，而传统的“呼叫指
纹”分析方法需要用户一个月的话单。但是基于空间
信息检索的重入网分析模型，由于算法复杂度的原
因，当数据量非常大时，运算时间可能会很长，无
法满足实际需要。所以下一步，将考虑通过“聚类”
分析的方法，对原数据进行处理，从而降低运算的
复杂度。并且现在此模型还没有办法处理跨运营商
的重入网问题，这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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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在实验中，我们利用客户服务部通过外呼用户，
得到的 1600 位重入网用户的资料，将他们现在用的
手机号作为我们此次试验的“新增用户数据集”。将
他们不用的手机号作为待匹配数据集，随机的放入
30 万用户的数据集里，试验用机器为 P4 2.93HZ,内
存 2G。根据实验后的匹配数据，匹配率达到了 90%，
后经对余下的 10%的用户抽样察看其话单，与要匹
配的话单进行比对，二者的话单基本上没有相似性，
经过分析，可能是在外呼过程中，用户隐瞒了自己
的真实情况，提供了虚假的信息，造成我们试验用
数据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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