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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效用的三网融合演化模型与分析
徐恪　林嵩　吴建平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实现三网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用户提供话音、
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三网融合从概念提出至今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始终未能最终完成．目前就三网
融合问题，研究人员多将注意力放在技术路线本身，而在演化模型和发展趋势分析方面的工作相对较少，因此不同
方案之间难以比较，说服力不足．文中首先发展了基于微分方程的网络演化建模方法，提出了通过数学建模方法研
究三网融合问题的研究思路；然后针对３个网络的核心特点分别进行分析，得到网络运行开销和用户数量的函数
关系，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用户效用的三网融合演化模型；最后采用实际调研估计的参数和在合理范围内的多
组其它参数进行了数值计算，得到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为了促进三网融合，需要国家或者相关企
业提供额外的资金投入，而三网融合的结果确实有利于减小网络系统整体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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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

融合发展，实现三网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用户提
供话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加快推进三网
融合对于提高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具有重要意义①．

三网融合提出至今已经经过数年的发展，但并未
最终完成，仍然处于多个网络共存的情况．这个现象是
否正常？有没有办法解决？大部分已有工作仅仅从定性
的角度讨论网络之间的差异和融合办法，不同方案之
间难以比较，说服力不足．而量化的研究工作几乎没
有．我们认为，采用数学建模工具，提出三网融合演化
分析模型，有助于对三网融合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具有
较强的说服力，是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研究方向．

为此，我们希望提出三网融合的演进分析模型，
能够分析在一定条件下互联网、电信网和有线电视
网共存演化的发展趋势，即在各种初始比例、网络使
用需求、网络实现性能参数下，３个网络所占比例将
会如何发展，是否有可能最终融合成一个网络，是否
有可行方案辅助三网融合过程的发展，融合结果是
否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在网络比例演化的建模问题上，已有一些工作
从用户对网络的选择着手考虑，研究了两个体系结
构在一定初始比例条件下演化的情况［１２］．这些模型
在确定用户效用函数与网络部署比例的关系之后，
运用微分方程方法分析了网络部署比例的进一步变
化情况．本文借鉴和推广了这一研究思路．

为了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估，面临的主要困难是
如何建立用户效用与所使用网络特征的关系．本文
在假设三张网络具有相同需求的前提下，抓住几张
网络的核心特征，采用数学模型评价了各个网络的
用户效用函数与网络部署比例、网络特征的关系，作
为网络效用的评判依据．在评价参数选择方面，我们
在调研的基础上尽量选取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参数，
从而使得结果有较强的可信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１）提出了通过数学建
模方法研究三网融合问题的研究方向，并给出了一
个切实可行的建模思路．（２）基于分析两个网络比
例演化过程的建模方法，将其扩展到适应三网融合
问题的情况，在三网情况下，各个网络预期用户比例
的计算上比两张网络的情况更为复杂．（３）对３个
网络的核心特点分别进行分析，分别建立了用户加

入网络的费用与网络用户比例、用户需求的关系，以
此为基础完成了三网融合演化模型．（４）针对实际
调研估计的参数以及在合理范围内的多组其它参数
进行了数值计算，得到了若干有意义的结论．

基于本文提出的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
论如下：

（１）在网络初始用户数量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由用户自由选择很可能会收敛到两网共存或者三网
共存的稳定点．

（２）在某个网络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则能够收敛
到几乎只有该网络的稳定点，达到三网融合的效果．

（３）三网融合的结果确实有利于减小网络系统
整体开销．

（４）额外的资金投入完全有可能推动三网融合
的发展．

本文第２节介绍相关工作；第３节提出三网融
合的演化模型；第４节对模型进行数值计算和结果
分析；第５节给出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２　相关工作
在网络演化规律研究方面，一些文献从ＩＳＰ或用

户选择入手，建立了利用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研究
网络体系结构比例变化的模型［１３］．其中文献［２］提
出并求解了一个基于用户选择的两个竞争网络技术
比例演化模型，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应用于
网络资源共享中网关对演化结果影响的分析．本文
借鉴和推广了文献［２］的微分处理办法，并分析了３
个网络的核心特征，明确了具体问题中的模型参数，
建立了三网融合演化模型．

一些文献讨论了互联网的演进性和可扩展性
问题．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应该是革命性的重新设
计（ＣｌｅａｎＳｌａｔｅ）［４］还是基于现有互联网逐步改良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５６］，持两种意见的研究人员针对这
个问题在文献［７］中进行了讨论．文献［８］给出了互
联网体系结构多维可扩展性的定义，提出了基于多
种约束条件评价互联网体系结构多维可扩展性的数
学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性能、规模和服务可扩展
性的分析．文献［９］提出了一个抽象模型ＥｖｏＡｒｃｈ
来研究协议栈的演化．ＥｖｏＡｒｃｈ模型对互联网协议
栈的演化规律做了一些合理假设，发现这些假设下
的演化结果与目前互联网沙漏状的协议栈结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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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从而给出了沙漏状协议结构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而在三网融合的学术研究中，我国研究人员通

过下一代广播网（ＮＧＢ）、可重构网络等思路来促进
三网融合的实现．

ＮＧＢ的整体结构设计如图１所示．广播网作为
“库结构”居于上层，互联网作为“路结构”处于底
层．库是路的覆盖网（Ｏｖｅｒｌａｙ）．用户请求优先由“库
（本地存储单元）”来满足，如果没有，才透过通信单
元和路结构，从远处获取．“库”结构尽力而为地存储
用户可能更感兴趣的内容［１０］．文献［１１］提出并论证
了这个互联网信息播存体系，重点介绍了其意义、工
作过程和应用实例．在研究一个框架结构的过程中，

文献［１２］提出了一种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与ＮＧＢ相互融
合的信息共享主动服务框架，探讨了网络层次模型、
业务流生成及内容解析等核心技术．

文献［１３］提出了基于构件的层次化可重构网络
体系结构及松耦合、兼容融合、扩展和隔离的构建原
则；还提出了基于进程代数的重构原则、模型、功能
实体合作方法，并提出了具体实现方案，如图２所
示．文献［１４］给出了可重构路由器单元软件模型的
形式化语义表示，并提出了可重构路由器模型．利用
模型作者实现了基于组件的可重构路由器并分析了
它的可扩展性．文献［１５］提出了一个绿色节能的可
重构路由器，以便传输设备能充分节能．

图１　双结构互联网（路结构＋库结构）［１０］

图２　支持业务重构的可重构网络［１３］

综上所示，近期学术研究中对网络演化的模型
和分析很重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研究
中所给出的模型和方法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参考．同
时，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关注三网融合的研究工作，
但缺少量化分析．本文则通过建立三网融合演化模
型，力图提供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

３　模型的建立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演化模型以分析三网融合演

化趋势并提供可能的建议方案．这里的核心问题是
３个网络所占用户比例的变化情况．

由于模型本身较为复杂，为了对模型有整体的
概念，本节首先给出模型的伪代码表示，然后再具体
解释模型细节．

模型的建立思路如下：
首先研究网络运行的开销如何影响３个网络用

户比例变化的趋势，将所研究问题转化为网络运行
开销的计算问题．

然后我们分析网络运行开销的组成，建立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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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中与拓扑无关的部分．如果给出一个网络拓扑，
则可以依此来计算网络运行开销．由于我们无法获
得包含数以亿计的节点的实际互联网拓扑，接下来
我们采用一类特定的和实际网络有一定相似性的层
次拓扑进行计算．

关于模型结果是否适用于网络实际拓扑，一方面
我们将会说明实际拓扑和模型使用的拓扑在特征上
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在４．４节中通过
小规模的模拟实验辅助进行详细说明．我们认为，本
文的研究结论在实际真实的网络拓扑下也应当成立．
３１　模型的伪代码描述

为了明确模型的输入输出，给出模型的整体框
架，本小节给出模型框架的伪代码描述．模型输入参
数及意义如表１所示．表中还对参数可以采用的参
考值给出了估计方法，并进行了初步的估计．这些结
果将用于后面的数值计算．同时为了说明结论受参
数设置影响不大，在数值计算中我们也考察了多组
其它合理参数值的结果．而模型主要框架的一个自
顶向下的伪代码表示及注释如图３所示．模型的详
细推导将在后面几个小节给出．

表１　模型参数及参考值
参数 意义和估计方法 参考值

γ
演化速率参数．在本文考虑的连续时间模型中，
该参数只会影响各个网络用户比例变化的速度，
不影响本文所研究的用户比例变化趋势和变化
最终结果．

０．５

狌狊犲狉ａｌｌ
为问题涉及的所有用户数目．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底，我国互联网用户总数约５．１３亿，手机用户总
数约３．５６亿①．由此估计能够在３个网络之间
选择的用户约为３亿．

３×１０８

犆ｇａｉｎ
用户加入网络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值，我们假定用
户每月实际收益在［０，犆ｇａｉｎ］均匀分布．可以通过
用户每月交费估计②，并认为大部分用户加入网络
所获得的收益能够高于网络供应商收取的费用．

１０００

犓
网络拓扑中每个节点的直接子节点数的最大值．
在我们假设的树状拓扑中，根据网络节点个数、
互联网拓扑中最远的两点跳数来估计．

１５

犆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犆ｇＴｅｌｅｃｏｍ
犆ｇＴＶ

需求占用设备的时间比例参数，参见式（８）．根据
典型的犚犜犜值和跳数来估计．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６

犆犺１
犆犺２

设备开销参数，参见式（９）．通过几个不同处理能
力的设备的每月费用估计．

０．５
１０００

犆狉
一个用户每秒产生的单播通信需求包数．根据机
器运行的网络应用数目（包括用户正在使用的软
件、后台运行的应用程序和网络本身运行管理需
求）及每个应用所产生的通信需求包数来估计．

１０

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用户收看电视的概率．根据用户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来估计． ０．０１

犆ＴＶｐｐｓ 收看电视需求每秒所需要传输的包．根据收看电
视需求的码流率和数据包大小来估计． ４

犆ｃｈａｎｎｅｌ广播电视台总数．根据数字电视通常电视数目来
估计③． ５０

注：①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０１１６／１０／７ＮＳＯＣ６ＨＡ０００９４ＭＤ５．ｈｔｍｌ
②ｈｔｔｐ：／／ｂｊ．１８９．ｃ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ｉｚ／２０１２０２１７／２２０４．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０１０．５８．ｃｏｍ／ｃｙｆ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ｓｈｔｍｌ
③ｈｔｔｐ：／／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ｃｆ２ｃｃ９ａ５ｆ５２４ｃｃｂｆｆ１２１８４３ｄ．ｈｔｍｌ

／／给定初始三网比例狓０，输出三网比例变化趋势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狋狉犲狀犱（狓０）
狓犾犻狊狋＝［］；狓犾犻狊狋．犪犱犱（狓０）；／／列表初始有狓０
犮狓＝狓０；
ｄｏ｛

犮狓＝狀狓；
狀狓＝狀犲狓狋（犮狓）；／／算出下一个点
狓犾犻狊狋．犪犱犱（狀狓）；

｝ｗｈｉｌｅ（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狀狓，犮狓）＞犲狆狊）；
　／／直到当前点和下一个点距离很小的时候认为收敛，循环结束
ｒｅｔｕｒｎ狓犾犻狊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狀犲狓狋（犮狓）

／／给定当前三网比例数组犮狓，输出下个时间片的三网比例
／／选择第狀犲狋个网络的用户效用为狇（）狀犲狋θｕｓｅｒ＋狆（狀犲狋）
ｆｏｒ狀犲狋＝１∶３｛
狇（狀犲狋）＝犆ｇａｉｎ；
狆（狀犲狋）＝－狀犲狋狑狅狉犽＿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犳犾狅狅狉（狌狊犲狉ａｌｌ×狓（狀犲狋））；

｝
狇（４）＝狆（４）＝０；／／不上网的用户收益和开销均为０
／／通过狆，狇计算出每个网络应选用户比例犺狓
犺狓＝犳犻狀犱犎狓（狆，狇）；
ｒｅｔｕｒｎ犮狓＋γ×（犺狓－犮狓）×犱狋；

／／一部分用户选择了对自己效用更高的网络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狀犲狋狑狅狉犽＿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网络狀犲狋在当前比例狓下的开销
狉犲狋＝０；
狌狊犲狉＝犳犾狅狅狉（狌狊犲狉ａｌｌ×狓（狀犲狋））；
狀＝犮犲犻犾（ｌｏｇ（狌狊犲狉）／ｌｏｇ（犓））；
ｆｏｒ犻＝０∶（狀－１）｛／／遍历拓扑每一层

狊狌犫犝狊犲狉＝犳犾狅狅狉（狌狊犲狉／狆狅狑犲狉（犽，犻））；狊＝０；
ｆｏｒ犼＝０∶犻｛／／遍历可能的公共祖先节点
犾犲狀＝ｍａｘ（２×（狀－犼）－１，２）；
狆＝１／狆狅狑犲狉（犽，犼）×（犽－１）／犽；
狊＝狊＋狆×犵（犾犲狀，狀犲狋）；

／／犵和设备处理请求方式有关，参见后面的式（８）
｝
狕＝狊×狓（狀犲狋）＋（１－狓（狀犲狋））×犵（狀，狀犲狋）；
犚狌＝狕×犆狉×狊狌犫犝狊犲狉；／／单播增加的负荷
ｉｆ狀犲狋＝＝犫狉狅犪犱犮犪狊狋
／／犮犮（狌，犮）表示狌个用户在犮个频道中等概率任选一个观看，
／／其并集元素个数的期望值，参见式（２７）．
犚犫＝犵（狀，狀犲狋）×犮犮（犮犲犻犾（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狊狌犫犝狊犲狉），犆ｃｈａｎｎｅｌ）×犆ＴＶｐｐｓ；
ｅｌｓｅ
犚犫＝犵（狀，狀犲狋）×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犆ＴＶｐｐｓ×狊狌犫犝狊犲狉；
犳＝犺（犚狌＋犚犫，狊狌犫犝狊犲狉，犓）；

／／单台设备开销，犺参见后面的式（９）
狉犲狋＝狉犲狋＋犳×犮犲犻犾（狌狊犲狉／狆狅狑犲狉（犓，狀－犻））；／／累加当前层开销

｝
／／加上网间设备的开销
狉犲狋＝狉犲狋＋犺（狌狊犲狉×犆狉×（１－狓（狀犲狋））×犵（狀，狀犲狋），狌狊犲狉，犓）；
ｒｅｔｕｒｎ狉犲狋；

图３　三网融合模型评估框架

３２　三网演化的整体评价框架
假设３个网络：互联网、传统电信网和广播电视

网各占一定比例，考虑到电信网的发展已经基本接
受了无连接的方式，和互联网机制趋于相同，本文所
分析的仍然是有连接的传统电信网．同时，这里我们
采用转发设备的说法来泛指网络中的路由器、交换
机或者程控交换机等设备，采用转发的说法来指代
路由转发以及其它数据传输行为．

记狌狊犲狉ａｌｌ为问题涉及的所有用户数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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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网络的用户，也包括潜在的网络用户．这里所说
的潜在用户，是指有接入网络条件但在每个网络下
收益均小于费用，因此选择不使用任何网络的用户．
设有３个网络：互联网、传统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
当前占所考察全体用户狌狊犲狉ａｌｌ比例依次为

狓（狋）＝（狓１（狋），狓２（狋），狓３（狋）） （１）
为了能够将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下面的分析中

我们将评价函数归一到经济开销．
设选择网络狀犲狋的用户狌狊犲狉的每月效用为

狌狋犻犾（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
犵犪犻狀犳犻狓（犵犪犻狀（狀犲狋，狓（狋）），狌狊犲狉）－狌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狋））

（２）
这里狀犲狋∈１，２，｛ ｝３为网络的序号，依次为互联网、
传统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犵犪犻狀（狀犲狋，狓（狋））为用户
在当前比例狓条件下使用网络狀犲狋每月获得的客观
收益，犵犪犻狀犳犻狓（犵犪犻狀，狌狊犲狉）为用户对该客观收益主
观修正后的评价．狌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狋））为当前比例狓条
件下网络狀犲狋向每个用户每月收取的费用．

类似文献［２］，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记犎犻（狓（狋））
为当前应该选择狓犻的用户比例，即当前用户效用
狌狋犻犾（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犻（狋））为正且比其他的用户效用
狌狋犻犾（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犼（狋））（犼≠犻）大的用户的比例（如果
对某个用户所有狌狋犻犾犻狋狔都小于０，则该用户选择不
上网）．由于用户会倾向于选择效用高的网络，按照
类似文献［２］的假设即有

ｄ狓犻（狋）
ｄ狋＝γ（犎犻（狓（狋））－狓犻（狋）） （３）

其中γ＞０，通常称为冒险率．注意在式（３）采用的连
续时间模型中γ的大小只会影响各个网络用户比例
变化的速度，不影响用户比例变化的趋势和变化的
最终结果．

类似文献［２］的做法，我们假定
犵犪犻狀犳犻狓（犵犪犻狀，狌狊犲狉）＝θ狌狊犲狉犵犪犻狀 （４）

其中θ为用户相关的变量，对所有用户而言在［０，１］
区间内均匀分布．

本文中假定３个网络均能对用户提供相同质量
的服务，即

犵犪犻狀（狀犲狋，狓（狋））＝犆ｇａｉｎ （５）
其中犆ｇａｉｎ为常数．

可以假设用户支付的费用即网络的整体费用除
以该网络用户数．网络狀犲狋用户数为

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狌狊犲狉ａｌｌ×狓狀犲狋（狋） （６）
其中狏表示不大于狏的最大整数，从而用户每月
支付的费用

狌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狋））＝狀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狋））狌狊犲狉ａｌｌ×狓狀犲狋（狋） （７）
其中狀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狋））为当前比例狓条件下网络狀犲狋
每月的整体开销，将在３．３节、３．４节进行计算．
３３　网络开销的计算框架

本节我们阐述在网络开销的计算中，与拓扑无
关的思路和假设．３．３．１节介绍整体计算思路，后面
两节解决其中的具体问题．
３．３．１　网络开销的计算思路

首先我们给出３个网络总体情况的示意图．当
一个网络需要另一个网络资源的时候，所在网络会
通过一定方式从另一个网络获取资源．所以我们可
以认为３个网络其实是互相连接的．虽然实际情况
要复杂得多，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３个网络如
图４所示，通过一个虚拟网络相互连接．这个假设没
有改变问题的本质．

图４　３个网络总体情况示意图

因此，网络传输以如下的方式进行：域内的单播
为发送方产生一定的流量，按照最短路径经过若干
转发设备，到达同网络内的接收方．域间的单播开销
即发送方产生一定的流量，按照最短路径经过源网
络的若干转发设备、边缘路由器群、目标网络的若干
转发设备，到达目标网络的接收方．而广播可以视为
从网络的广播视频源服务器将视频信息经过若干转
发设备转发到所需的主机，其中在广播网的环境下
可以采用组播的方式使得相同内容在同一条路径上
只传输一次．

在这样的过程中，流经某个转发设备（以及边缘
路由器群、广播视频源服务器）的流具体占用了多长
的处理需求，从而造成了多大的负荷，在３．３．２节中
进行计算假设．而通过累计这些负荷，可以得到每个
转发设备的总负荷，我们在３．３．３节进行计算，并使
用这个总负荷得到机器的运行成本．我们需要核算
的网络总成本即为所有设备的成本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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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设备负荷计算假设
我们需要引入犵狀犲狋（犾犲狀）来表示一个单播需求占

用此设备的时间比例，犾犲狀为单播的路径长度．比如
某个流平均每秒产生１００个需要此设备转发的需
求、每个需求需要占用此设备０．０３ｓ，相当于这个流
占用了此设备能同时处理３个转发需求的资源，在
这个例子中犵＝０．０３．

这是本模型里面互联网和传统电信网的一个关
键区别．我们认为犵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犾犲狀）为一个与犾犲狀无关的
常数犆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因为只在从上一跳接收和转发到下一
跳的过程中需要占用此设备；而犵Ｔｅｌｅｃｏｍ（犾犲狀）为一个
与犾犲狀成正比的数犆ｇＴｅｌｅｃｏｍ×犾犲狀，因为建立连接、传
输的整个过程均保持了连接，一直占用此设备资源．
考虑到无连接的互联网转发复杂度比电信网大，丢
包概率略高，所以认为常数犆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比犆ｇＴｅｌｅｃｏｍ略大．
广播电视网在单播过程中认为与互联网类似，但由
于需要支持组播，常数犆ｇＴＶ比犆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略大．汇总
如下：

犵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犾犲狀）＝犆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犵Ｔｅｌｅｃｏｍ（犾犲狀）＝犆ｇＴｅｌｅｃｏｍ×犾犲狀
犵ＴＶ（犾犲狀）＝犆ｇ
烅
烄

烆 ＴＶ

（８）

３．３．３　设备运行成本假设
我们从网络设备的折旧和运行开销的角度来考

虑如何把狀犮狅狊狋归结到经济开销．虽然网络设备各
种各样，但具备类似处理功能、相同处理能力的设备
费用应该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设犺（狉，狊犻狕犲）为同时满
足狉个需求、所管辖网络设计最大规模为狊犻狕犲的常
规设备的开销．这个开销通常包括处理器计算开销
以及转发机制存储开销．计算的处理器开销可以认
为正比于并行需求数狉和路由表的条数的乘积．而
转发机制存储开销也可以认为正比于路由表的条
数．从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网络用户数量和路由表条
数的对应关系来看①，路由表的条数大致可以认为
正比于所管辖网络规模狊犻狕犲的对数．所以这里我们
粗略地假设这样的设备平均每月开销为
犺（狉，狊犻狕犲）＝犆犺１×狉×ｌｏｇ１０狊犻狕犲＋犆犺２ｌｏｇ１０狊犻狕犲（９）

３４　采用层次拓扑计算实例
我们在一个狀层犓叉拓扑结构中来考虑这个

评价．该拓扑结构修改自狀＋１层的犓叉树，只是一
个节点的犓个直接子节点中，如果他们不是叶子节
点，则让他们两两联通．这样一来原树的根节点也失
去了作用，所以可以去掉．满３层３叉拓扑结构如
图５（ａ）所示．我们假设填不满整个拓扑时，每一层
都尽量靠前排满，去掉子网内没有接入主机的那些

转发设备．这样可以减少所需要的设备数目．例如有
１４个主机的３层３叉拓扑结构如图５（ｂ）所示．

图５　３层３叉拓扑结构示意图
我们考虑使用这样的拓扑结构来近似网络拓扑

结构，是因为互联网的拓扑中，ＡＳ有明显的层次关
系［１６１７］；而电信和广播电视网等网络更有明显的层
级关系．因此图５（ａ）、（ｂ）所示的拓扑结构和随机拓
扑相比更为接近实际拓扑．另一方面，实际互联网和
其它几个网络均有负载较大的核心路由器、核心节
点，这是模型中考虑的一个特征，层级的结构在这方
面也更近似于实际网络．一个节点的犓个直接子节
点中之所以设置为连通的，也是考虑了现实网络中
ｐｅｅｒＡＳ现象的普遍存在．除了这个拓扑之外，我们
也采用过同样的方法对更简单的犓叉树拓扑进行
过计算，结果与本文的结果类似．

下面开始使用图４所示的层次拓扑进行计算．
注意到这样的满狀层犓叉拓扑结构共有犓狀个叶子
节点．由式（６），可以得到网络狀犲狋的层数为

狀＝ｌｏｇ犓（狌狊犲狉ａｌｌ×狓狀犲狋（狋）） （１０）
其中狏表示不大于狏的最大整数，狏表示不小于
狏的最小整数．

我们考虑的网络整体开销狀犮狅狊狋主要由３部分
组成：网内转发设备通信开销犮狅狊狋ｕ、网间转发设备
通信开销犮狅狊狋ｅ和广播电视通信开销犮狅狊狋ｂ（即现有的
广播电视需求由３个网络分别完成所需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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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犮狅狊狋（狀犲狋，狓（狋））＝
犮狅狊狋ｕ（狀犲狋，狓（狋））＋犮狅狊狋ｅ（狀犲狋，狓（狋））＋犮狅狊狋ｂ（狀犲狋，狓（狋））

（１１）
３．４．１　网内转发设备通信开销的计算

式（１１）中犮狅狊狋狌（狀犲狋，狓（狋））为单播所需的开销．我
们考虑各层的设备费用．第犾犲狏犲犾层有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
犓狀－犾犲狏犲犾个节点，１犾犲狏犲犾狀－１．第狀层为用户叶
节点，这里不计算开销．记第犾犲狏犲犾层的一个处理单
播的设备费用和运行开销为犳ｕ（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则

犮狅狊狋ｕ（狀犲狋，狓（狋））＝∑
狀－１

犾犲狏犲犾＝１

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
犓狀－犾犲狏犲犾 犳ｕ（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

（１２）
为了估计处理需求犚，假设每个网络用户平均

每秒产生犆狉个通信需求包，这个位于第犾犲狏犲犾层的
设备服务的用户数目为

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狌狊犲狉狀犲狋犓犾犲狏犲犾 （１３）
假设这个需求的目标在我们考虑的狌狊犲狉ａｌｌ等概

率分布，即不局限于当前用户所在网络．我们当前考
虑的设备在第犾犲狏犲犾层，如图６所示，有３种情况：

（１）主机ｉ与目标ｉ′的通信不经过当前设备．这种
情况的概率是狓狀犲狋（狋）／犓犾犲狏犲犾＋１．此时不计入犚（犾犲狏犲犾）．

（２）源与目标的最近公共祖先在第犾层，０犾＜
犾犲狏犲犾，例如图５中主机ｉ和ｉｉ的最近公共祖先在第１
层．对于指定的犾来讲概率是狓狀犲狋（狋）（犓－１）／犓犾＋１，
即共有请求

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狉狓狀犲狋（狋）犓－１犓犾＋１ （１４）

图６　单播目标主机示意图

对应路径长度为２（狀－犾）－１，同样根据犵的定
义，这种情况使得处理需求犚（犾犲狏犲犾）增加了
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狉狓狀犲狋（狋）·∑

犾犲狏犲犾－１

犾＝０

犓－１
犓犾＋１犵狀犲狋（２（狀－犾）－１）

（１５）

（３）目标主机不在当前网络．例如图６中主机ｉ
和ｉｉｉ不在同一个网络．这种情况的概率是１－
狓狀犲狋（狋），即共有请求

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狉（１－狓狀犲狋（狋）） （１６）
此时路径长度为狀，这种情况使得处理需求

犚（犾犲狏犲犾）增加了
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狉（１－狓狀犲狋（狋））犵狀犲狋（狀）（１７）

综合（１）～（３），
　犚（犾犲狏犲犾）＝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狉狓狀犲狋（狋）·

∑
犾犲狏犲犾－１

犾＝０

犓－１
犓犾＋１犵狀犲狋（２（狀－犾）－１）＋

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狉（１－狓狀犲狋（狋））犵狀犲狋（狀）
（１８）

于是按照犺的定义，有
犳ｕ（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犺（犚（犾犲狏犲犾），犓狀－犾犲狏犲犾）（１９）

所以
犮狅狊狋ｕ（狀犲狋，狓（狋））＝∑

狀－１

犾犲狏犲犾＝０

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
犓狀－犾犲狏犲犾 犳ｕ（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

（２０）
３．４．２　边缘转发设备开销的计算

下面计算犮狅狊狋ｅ（狀犲狋，狓（狋））．网络间的流量为
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犆狉（１－狓狀犲狋（狋）），从而根据犵的定义，网
络间通信设备需要处理的请求为

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犆狉（１－狓狀犲狋（狋））犵狀犲狋（狀）（２１）
其开销可以估计为
犮狅狊狋ｅ（狀犲狋，狓（狋））＝
犺（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犆狉（１－狓狀犲狋（狋））犵狀犲狋（狀），狌狊犲狉ａｌｌ×狓狀犲狋（狋））

（２２）
３．４．３　广播电视通信开销的计算

类似的，我们可以计算犮狅狊狋ｂ（狀犲狋，狓（狋）），记第
犾犲狏犲犾层的一个处理广播的设备费用和运行开销为
犳ｂ（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

犮狅狊狋ｂ（狀犲狋，狓（狋））＝∑
狀－１

犾犲狏犲犾＝０

狌狊犲狉狀犲狋（狓（狋））
犓狀－犾犲狏犲犾 犳ｂ（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

（２３）
犳ｂ（犾犲狏犲犾，狀犲狋，狓（狋））＝犺（犚ｂ（犾犲狏犲犾），犓狀－犾犲狏犲犾）

（２４）
其中需要计算单位时间处理请求数犚．设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为
用户收看电视的概率，犆ＴＶｐｐｓ为收看电视需求每秒所
需要传输的包，犆ｃｈａｎｎｅｌ为广播电视台总数，用户以等
概率观看任一频道．这里我们假设电视信号已经传
输到各个网络的根节点，按照网络需要下发到用户．

对于非广播网，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犆ＴＶｐｐｓ为用户每秒产生
的包数的期望值，从而用户对第犾犲狏犲犾层的设备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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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视请求数为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犆ＴＶｐｐｓ，
所以
犚ｂ（犾犲狏犲犾）＝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犆ＴＶｐｐｓ·犵狀犲狋（狀）

（２５）
　　而对于广播网，可以认为子网中有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
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的用户正在观看某个电视台，由于同一电视
信号只需要传输一次，有
犚ｂ（犾犲狏犲犾）＝
犮犮（狌狊犲狉狊狌犫（犾犲狏犲犾）·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犆ｃｈａｎｎｅｌ）·犆ＴＶｐｐｓ·犵狀犲狋（狀）

（２６）
其中犮犮（狌，犮）为狌个用户在犮个频道中等概率任选
一个观看其并集元素个数的期望值．由概率论和容
斥原理可以计算得到
犮犮（狌，犮）＝∑

ｍｉｎ（犮，狌）

犿＝１
犿犆犿犮∑

犿

狋＝１
（－１）犿－狋犆狋犿狋（）犮（ ）狌

（２７）
从而我们完成了对犮狅狊狋ｕ（狀犲狋，狓（狋））的计算．
综合３．３．１节、３．３．２节和３．３．３节，我们完成

了在特定拓扑下对网络开销的计算，从而完成了三
网融合演化模型的建模．模型框架由表２的伪代码
给出，其中引用了式（８）、（９）、（２７）．

４　数值计算
本节在第３节所建立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数值计

算，探讨所能得到的演化趋势结论和可能措施．
４．１节将几组合理参数代入模型，计算得到结果．
４．２节考察重要参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４．３节分析
促进融合的可能性，并提出最直观的一种促进融合
的方式———对其中一个网络进行资金支持．４．４节
针对模型中拓扑与结论的关系作了一个辅助性实
验，结果说明拓扑结构对结论影响不大．
４１　若干组参数下的演化结果

在上面的模型中，我们采用了如表１所示的一
些有实际意义的参数作为模型输入．

我们在狓１（０）＋狓２（０）＋狓３（０）１的范围内均
匀选择了近百组（狓１（０），狓２（０），狓３（０））作为初值．对
于每一组初值，采用第３节的模型结果计算其发展
趋势．图７给出了表１中参数对应的三网融合演化
结果，图８给出了其中几条线作为例子．例如图８中
狊１到狋１即从（０．６，０．１５，０．１５）的初始比例逐步演变
到（０．８０８，０．０４４，０．０６５）附近并收敛．

为了检查参数设置对结果的影响，我们选取了
另外两组合理范围内的参数，演化趋势如图９（ａ）和
图９（ｂ）所示．

图７　表１典型参数下三网融合的演化结果

图８　表１典型参数下三网融合的演化结果举例

图９　合理参数下三网融合演化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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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不同参数下发展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主要结论如下：

（１）如果一开始某种体系结构所占比例优势较
大，系统将自然地融合到这种体系结构下，另外两个
体系结构通常只有约５％的比例，可以认为三网融
合基本完成．例如图７中狊１到狋１的演化．

（２）如果一开始３种体系结构所占比例比较均
衡，系统将收敛到三网并存或者其中两个网络并存
的情况．此外在传统电信网与其它网络并存情况下，
传统电信网所占比例会稍微少一些．这是因为有连
接的传统电信网完成相同需求通常需要较多的资
源．例如图７中狊４到狋４的演化．

（３）数值计算表明，在系统收敛到的稳定点中，
如果是三网融合基本完成的，运行总开销比三网并
存的稳定点总开销要明显小．例如在表１的典型参
数下，所节省的开销如表２所示．而两网共存的情况
下系统的运行总开销则与三网共存基本类似．后面
我们会继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一定的初
始投入，帮助网络收敛到全局较优的稳定情况．
表２　收敛到单一网络开销比三网共存总开销节省百分比

收敛到的网络 节省开销百分比
互联网 ６３
广播网 ６２

传统电信网 ４４
平均 ５６

４２　模型参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本节考察模型中几个重要参数对演化结果的影

响．首先单播和广播需求的比例对广播网的演化结
果有多大影响，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关
注了用户使用网络收益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对每个需要考察的参数，我们让它在一个较大
的范围内变动，而其它参数仍然采用表１中的典型
值，这样可以得到多组参数．为公平起见，对每组参
数，假设初始情况为３个网络均有１／３的用户使用，
在这个初始比例下运用模型找到演化收敛的结果．
如果初始情况下某个网络占明显优势，由前面的结
论，系统很可能自然地融合到这个网络下．
４．２．１　广播需求占所有需求比例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观看电视每秒产生的包数的期望值为
犆ｒＴＶ＝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犆ＴＶｐｐｓ （２８）

ρ＝犆ｒＴＶ／（犆狉＋犆ｒＴＶ）即为广播需求占所有需求
的比值，这个比值的变动对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相
互关系的影响可能是有意义的．我们固定两者的总
需求，根据ρ计算出犆狉和犆ｐＷａｔｃｈＴＶ，其它参数采用

表１的值．考察广播需求增大对系统的影响，得到如
图１０的结果．

图１０　广播需求占所有需求比例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可以看到，随着广播需求的增大，广播网确实逐
渐体现出一定的优势．
４．２．２　用户使用网络收益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如果网络成本不变，用户使用网络对生产生活
带来的收益如果越高，最后总体使用网络的人自然
越多（在犆ｇａｉｎ较小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认为收益比
费用少，所以选择不上网）．３个网络的对比情况则
并不直观．所以我们这里也给出用户使用网络收益
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图１１　用户使用网络收益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如图１１所示，注意横轴表示用户加入网络所获
得的收益最大值犆ｇａｉｎ，我们假定用户实际收益在
［０，犆ｇａｉｎ］均匀分布．可以看到，随着收益增大，所收
敛到的稳定点中３个网络均增大，但互联网和广播
网增长得比电信网更快一些．这是因为有连接的传
统电信网满足相同的需求所需要的资源通常较多．
收益较大的时候基本上增长就很缓慢了，因为最终
不上网的用户量已经很少．
４３　对其中一个网络的资金支持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系统自行发展均会到达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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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或者两网共存的情况，但是促进三网融合仍然
是有可能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减小某个
网络的运行开销，或者通过新应用开发增加某个网
络的用户收益．而最直观的一种方式是对其中一个
网络进行初始的资金支持．

如果我们在任意阶段对其中一个网络进行持续
一段时间的资金支持，该支持直接补偿运营商的网
络运营开销，从而直接减少对应网络的狀犮狅狊狋，因此
该网络的用户均摊到的上网费用狌犮狅狊狋明显减少，

将能够吸引其它两个体系结构的用户．投资到一定
阶段以后，由于前面说过，当一个网络已经占据较大
优势的时候，系统自己会收敛融合到基本只有一个
网络的情况，所以此时已经能够实现三网融合，减少
系统的总体运行开销．

我们以相同的力度分别投资３个网络，投资策
略为按时间线性逐步减少对网络的补贴，直至不补
贴，此后让系统再自行发展一段时间．演化结果分别
如图１２（ａ）～（ｃ）所示．

图１２　投资网络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可以看到投资传统电信网效果要差一些，有很

大一部分初值都仍然不能够收敛到三网融合的情
况．其它两种方案则均能收敛到三网融合的情况．

基于这样的结论，对优势技术进行资金扶持是
有意义的．我国国土面积大，地形复杂多样，网络建
设成本高．如果３个网络都分别用各自技术分别建
设网络，势必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投资．而如果优先发
展一个网络，采用各个网络的优势技术，则可以建设
成一个质量更好的网络．同时，从模型分析结论可以
看到，采用经济补贴等方法促进新网络的推广是可
行的．这样减少重复投资有助于降低通信成本，提供
更好的服务质量，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目前也是按
照这一思路制定相关政策．

４４　模型结论和网络拓扑的关系
在前面的３．４节中，我们说明了网络拓扑对演

化结果影响不大．该节采用了一个特定的层次拓扑
作为例子进行了计算，同时也检验了树状拓扑下结
论是一致的．但该方法只能针对每一种拓扑作较为
繁琐的计算．本节我们采用另外一个思路，按照一定
规则直接生成拓扑，计算演化结果，这样就可以方便
地检验较多拓扑．

但由于我们原始问题涉及到上亿的节点，无法
模拟这种规模的拓扑．我们将节点分成５０组，将每
组看作一个节点，考察组间通信的开销，计算系统的
演化结果．针对这个近似问题的结果如图１３～图１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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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层次拓扑下近似问题的模拟结果

图１４　环状核心拓扑下三网融合演化示例
这里我们模拟了３种拓扑．我们在拓扑产生策

略中，首先生成一个连通的转发设备拓扑，然后让接
入节点均匀加入转发拓扑中的边缘转发设备．这里
图１３所示的拓扑与此前计算的一致，只是规模小很
多；图１４（ｂ）使用的是如图１４（ａ）所示的一个环状核
心的拓扑；图１５（ｂ）使用的是如图１５（ａ）所示的所有
节点均接入一个转发主机的拓扑．由于这个子问题
只考虑了开销的一部分，假设和结论与原问题不同．
但可以看到几个拓扑下均会收敛到三网共存的情
况，在一定程度上辅助说明了我们阐述的拓扑对演
化结果影响不大的结论．

图１５　单一核心拓扑下三网融合演化示例

５　总结和进一步工作
本文通过提出三网融合的演化模型来对３张网

络的用户比例变化进行评估．本文的结论表明，在网
络初始用户数量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所实验的合理
参数范围内，由用户自由选择均会收敛到两网共存
或者三网共存的稳定点．而在某个网络占明显优势
的情况下，则能够收敛到几乎只有该网络的稳定点．
同时，模型表明额外的资金投入完全有可能推动三
网融合的发展．而三网融合的结果确实有利于减小
网络系统整体开销．

本文阐述的模型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例如，当前
模型假定３个网络用户收益是一样的，但更贴近实
际的模型应当考察不同网络用户在通信延迟等服务
质量方面的区别．受到这个简单收益模型的影响，模
型中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ｉｎｇ没有优势，所以没有能够考虑用
户使用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ｉｎｇ的情况．模型假定用户的流量
的源和目的是均匀的，流量的产生也是匀速的，这些
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模型所分析的拓扑与实际拓
扑有一定的差距．模型所采用的参数也可以通过进
一步工作更加准确地测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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