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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s of mobile Internet market, many customers use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replacing desktops
as the default Internet accessing tools. The demand for mobile data also increases rapidly. Despite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mobile computing, exploiting its full potential is still difficult due to the expensive Internet access from
mobile clients. The conflict of demand-cost has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in some extent. It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that how to design the optimal data allocation mechanism for all participants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a novel data allowance model which enables seamlessly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CPs)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Taking Alibaba’s real-world deployment as an
example, we provide a detaile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is business model and reveal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is
model will enable a more flex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Ps and their customers, which can efficiently increase the
active online time of mobile users. Second, the proposed CP-provided subsidization policy will lead to a win-win
solution for both CPs and users. Third, the subsidization policy is restrained by some constraints which ensure the
validity of the subsidizing process. We believe that our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for CPs and ISPs to design
effective subsidization mechanism for mobile users in the mobile Internet market.
Key words mobile Internet; network economics; mobile data; subsidization mechanism
摘要 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许多网络用户都使用智能手机或是平板电脑取代了传统的台式机作
为首选的上网设备。相应的，用户对移动流量的需求增长也非常迅速。然而，由于高昂的访问成本，人们还是
难以完全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需求与成本之间的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从
全局角度看，如何为互联网参与者们设计优化的流量分配方案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本文中，作者提出了一
个新的流量补贴模型，该模型中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与运营商通过合作共同为用户提供补贴。作者通过阿里巴巴
集团的实际部署为例，对该模型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学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该模式能够在内容商、运营
商、用户之间形成更具弹性的关系，能有效延长用户的活跃在线时间；第二，提出的内容商补贴策略能够实现
用户与内容商的双赢结果；第三，流量补贴策略不是可以任意实施的，它有约束条件限制以保证补贴的有效
性。在移动互联网市场中，我们的发现能够对互联网内容商和运营商为用户设计有效的流量补贴策略提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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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长足进步，移动互联
网在工业界和商业界迅猛发展，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
头。特别是在中国，2014 年年底之前，移动互联网用
户数量已经达到 5.57 亿[1]。伴随着移动用户数量的爆
炸式增长，对移动流量的消耗也急剧攀升。著名网络
公司 CISCO 在其报告中讲到，全球移动流量的消耗
量在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将增加 10 倍[2]。面对这
样的情况，一些著名的互联网运营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如 AT&T、T-Mobile 等，提出了给用
户提供各种流量套餐的解决方案，但用户仍然感到上
网成本在持续上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用户最
常使用的那些内容，比如视频和图片等，消耗了大部
分流量，很容易就超过了套餐规定的限额。出于减少
流量消耗和降低上网成本的目的，一方面大多数用户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将手机信号从 3G/4G 网络切
换到 WiFi。另一方面，大多数常用的手机 App 都内
置了流量提醒功能，在下载相关内容前会提请用户确
认，比如 GoogleMap 等。
在 移 动 互 联 网 市 场 中 ， 内 容 提 供 商 (Content
Provider, CP)产生了大量内容，并通过把这些内容销
售给用户以赚取利润。ISP 经营的方式是为 CP 和用
户提供接入服务，收取相应的服务费。而用户则是在
网络上进行购物、娱乐、通信、社交等活动，获得商
品及心理满足感等。对于 CP 来说，将内容销售给用
户，是以消耗流量的多少计算应收取的费用；对于 ISP
来说，其收取的服务费是根据为 CP、用户运输了多
少流量的内容计算的；对于用户来说，完成网上的各
种活动，也是要消耗流量，并为之付出相应成本。可
见，三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移动流量上。对于整
个移动市场来讲，移动流量已经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所有跟流量有关的
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流量分配的问题。目前，从整个市
场全局出发，如何为互联网参与者设计并实施优化的
流量分配机制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显然，对于移动
互联网参与者来说，谁能够主导流量分配方案，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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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难以估量的
利益。从传统来看，流量分配一直被 ISP 所把持，实
施的手段是推出各种各样的流量套餐。近年来，一些
参与者试图打破 ISP 的垄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
这样的情形下，市场中一些 CP 已经察觉到巨大的商
机并为用户制定了移动流量的新玩法。2013 年 11 月
1 日，阿里巴巴集团1宣布，自 11 月 1 日起，在手机
上使用阿里巴巴旗下手机淘宝、来往、天猫等客户端
的用户，可以申请领取阿里巴巴赠送的免费流量包，
随心所欲免费访问淘宝 [3]。阿里巴巴免费流量包活动
首批覆盖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湖南四个省，
其中，广东限定为中国移动用户，其他三省限定为中
国联通用户。同一设备同一手机号同一淘宝 ID 只能
领取一次，
每个号码每月最高可享受 2GB 免费流量。
阿里巴巴承诺，今后将尽全力和运营商合作，努力让
更多地区的用户享受到免费流量补贴。该活动一出，
上述四省的手机用户立刻成为其他省市手机网民羡
慕的对象，一时间，外地网民纷纷求购上述四地的手
机号，手机淘宝访问量也出现大幅增长。
在实际的部署中，区分用户流量是免费还是收费
由 ISP 负责。用户的访问请求会被 ISP 部署在移动互
联 网 中 的 内 容 计 费 网 关 (CCG, Content Charging
Gateway)检查，CCG 会分辨用户的请求内容并决定是
否收取费用。比如，用户通过手机访问淘宝或天猫，
在 2GB 范围内，ISP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这笔
费用会被累计到 CP 的费用账单里，在结算期由 CP
支付[4]。
用户参与该免费流量计划的界面如图 1 所示。

本文中，将电商也归入 CP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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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里为用户提供的免费流量补贴
Fig.1 Alibaba’s free data subsidy for end users

到了 2014 年，阿里巴巴又推出了升级活动。12
月 1 日，阿里巴巴宣布联手三大运营商推出面向网购
用户的福利产品——“流量钱包”
。用户在淘宝、天猫
购物或参加商家活动，就可以获赠一定的流量。阿里
巴巴称，这些流量可像零钱一样“零存整取”
，快速提
取到手机号码或转赠给家人朋友，兑换成联通、移动、
电信等运营商的全国流量包[5]。据阿里巴巴介绍，用
户“流量钱包”里的流量主要来自商家或淘宝官方的
赠予，比如用户在淘宝、天猫店铺中购物满一定额度、
参与互动游戏，或是通过收藏、签到、写评价、抽奖
等简单互动操作，都可以获得 5MB、100MB 甚至是
数 GB 的流量。每次获得的流量多少由商家等赠予方
决定，自动充至用户的淘宝账号中。根据不同运营商
设置的不同的档位，用户可以将流量充入手机号码中，
提取成功后当月生效，全国不分地域均可使用。此外，
“流量钱包”中的流量，还可以在朋友和家人的淘宝
账号之间互转。阿里巴巴称，
“流量钱包”将率先在淘
宝双 12 活动中推广，目前约 20 万淘宝商家参与到流
量赠送活动中，未来，消费者将会有更多的方式获得
流量补贴。实际上，相似的流量补贴情况国外也开始
出现，比如美国运营商 AT&T 从 2014 年 1 月起也开
始提供补贴流量[6]。
本文基于阿里巴巴集团的真实部署，设计了一个
微观的流量补贴模型 DA(Date Allowance)，并对该模
型进行经济学分析与推导。与前人提出的由 ISP 提供
补贴的机制不同[7][8]，在 DA 模型中，补贴不再由 ISP
提供，而是由诸如 YouTube，Facebook 或阿里巴巴等
CP 来提供给用户。但是，新的机制并不意味着 ISP 与
流量补贴过程毫无关系，ISP 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首先，
CP 用于补贴用户的流量仍然需要从 ISP 获得；
其次，ISP 可以通过改变流量价格影响 CP 补贴用户
的决策。最近，文献[19]提出了由 CP 赞助用户某些
特定内容的方法，如用户可以免费浏览某些新闻或视
频。该方法与我们提出的机制不同，并且用户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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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上安装专门的应用软件。
本文中，我们建立了流量补贴 DA 模型，并针对
以下问题对模型进行了研究分析：第一，面对流量补
贴，如何刻画不同用户的收益与反应；第二，流量补
贴的行为必然会增加 CP 的运营成本，CP 最终能否在
这样的机制下获得足够收益；第三，CP 提供的补贴
配额，如阿里巴巴推出的每月 2GB，从机制设计的角
度来说是否合理，能否从理论角度说明该配额制定的
合理性；第四，新机制将会对 ISP、CP 和用户之间的
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之，我们提出新的流量补
贴机制的目的在于缓解当前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
流量需求与成本之间的矛盾，并期望提高移动用户的
使用体验，促进移动互联网良性发展。本文的主要贡
献总结如下：
 CP 和用户的行为受约束条件限制，CP 不能
过度提供免费流量补贴给用户，用户也不能
毫无节制地使用补贴流量。
 CP 提供流量补贴的机制确实能够有效促进
用户的流量消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较易引
发网络拥塞，ISP 需要采取措施解决拥塞问
题。
 CP 提供流量补贴的机制能够有效增加 ISP、
CP 和用户三方的效用。
本文将研究讨论由 CP 主导的流量补贴机制的相
关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简述补贴问题的相关工作；
第三部分，描述我们的补贴机制和采用的效用函数；
第四部分，对新机制进行经济学分析，阐明补贴相关
的约束条件。第五部分，给出仿真实验结果，并对实
验结果加以分析；最后，在第六部分，对本文加以总
结，并指出进一步的工作方向。

1 相关工作
移动互联网中的参与角色主要包括 CP、ISP 和用
户，以前很多工作都聚焦在这三者上。从 ISP 与用户
间关系的角度，Ma 等人[10]研究了包括三类 ISP 的网
络模型，分析了不同 ISP 之间的双边补偿关系，提出
了基于 shapley 值[11]的利润分配方法。Ha 等人[12]设计
了一种名为 TUBE 的计费架构，为 ISP 设计有效的计
费机制提供了参考。Xu 等人[13]基于合作博弈理论提
出了在 ISP 联盟中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法。之后，Xu 等
人[14]还分析并总结了在 P2P 网络和无线网络中的定
价和管理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研究 ISP 与 CP 间关系的工作也很
多。Hande 等人[7]专注于速率分配、拥塞控制和效用
最大化等问题，提出了在 ISP 和 CP 间分配利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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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量化的框架。Zhang 等人[15]运用博弈论等工具为无
线市场设计了基于时间的流量定价方法，并证明了该
方法能使 ISP 获得更多利润。Altman 等人[16]设计了
一个包含垄断性 ISP 和 CP 的博弈模型，通过基于使
用量的价格函数研究了双边传输定价、广告利润及合
作等问题。
依照基于 CP 的用户补贴策略的角度，Rao 等人
[17] 的工作展示了这样的补贴策略能增加移动市场运
营者的利润。Ma 等人[18]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基于 CP
的补贴博弈给 CP 吞吐量、系统利用率、用户和整体
福利的影响。最近，Carlee 等人[19]从经济学的角度分
析了由 CP 为用户提供赞助流量的行为，以及该策略
给 CP 和用户带来的影响。
基于这些工作，我们提出了促进 ISP 与 CP 合作
提供补贴的 DA 模型。在研究中我们关注最重要的设
计难点，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分析相关问题。虽
然在传统电信市场有已存在一些补贴模型[20]，但这些
模型在如何缓解 ISP 与 CP 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如何
达成双赢局面仍模糊不清，而本文的目标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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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色的一般性场景。在该场景中，CP 和用户都通
过 ISP 提供的服务连入互联网。我们将网络中的 ISP
抽象为一个垄断性的“big-ISP”
，该 ISP 实际上由各
种不同的 ISP 组成，比如 eyeball ISP、content ISP 等。
我们假定在模型中的三个角色都是理性的，并且都试
图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我们使用文献[21]
中提出的方法来定义三个角色的效用，即得到的收益
与付出的成本之差。

图 3 移动互联网一般性场景
Fig.3 The general mobile Internet scenario

我们定义时间段为 T，时间区间为[t－1, t]，其中，
t = (1,…, T)。一个时间区间可以看作计费周期，比如
我们提出的由 CP 主导的流量补贴的设计框架如
一天或者一个月。在一个时间区间中，ISP 对流量的
图 2 所示。该设计不同于以往的流量模型，不同点在
单位定价以及 CP 提供的补贴配额均保持不变。我们
于补贴的主体不再是 ISP。新的补贴提供者的角色由
把 CP 提供的某种内容看作一类服务，比如，视频是
CP 担任，用户访问 CP 提供的服务，比如浏览网页、
一种服务，网页也是一种服务。如果一个 CP 能够提
观看视频、或是购物等，CP 则为这些用户提供一定
供多种内容，我们把这些内容分别看作不同种类的独
量的免费流量作为访问其服务的奖励。值得注意的是， 立的服务，例如，百度能够提供两种服务，分别是搜
我们提出的流量补贴模型可以将 ISP、CP、用户间的
索服务和视频点播服务。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一
“三角关系”简化为层次性的结构。特别是，用户只
个 CP 只能提供一种服务。对于一个 CP 提供多种服
需要为访问的内容向 CP 付费，之后，CP 将代用户向
务的情况，我们将其看作多个 CP。我们定义独立服
ISP 支付网络访问费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相似的例
务的数量为 I，变量 i  1, 2,..., I 。考虑图 3 所示的场
子，比如旅客预定了酒店，酒店会提供往返机场/车站
景中用户的数量为 K，并且 k  1, 2,..., K 。令  ki 为
的免费接送服务。
一个时间区间中第 k 个用户对服务 i 可能的最大需求

2 模型建立

量， ki 为用户的实际流量消耗量，则有 ki   ki 。
该不等式的限制意味着用户在某种服务上的流量消
耗不能超过某个上界。同样，我们令 vki 为第 k 个用
户对访问服务 i 所消耗的单位流量的主观评价或估值。
为了表达不同用户主观评价的差异性，我们采用文献
[15]中定义的满意度函数(satisfaction function)来刻画
ki
这种差异性，即满意度函数 f ki     ki  ki  ，其中，



图 2 CP 主导流量补贴模型框架

参数  ki 定义为用户对流量的敏感度。因此，第 k 个

Fig.2 The framework of CP-provided mobile data allowance

用户使用服务 i 能够得到的收益可定义为

图 3 展示了移动互联网里包含 ISP、CP 和用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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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i  ki  f ki   。我们定义 ISP 从用户收取的单位流量
费用为 hu，CP i 为其用户 k 提供的流量补贴总量为
Sik ， 则 用 户 k 的 访 问 成 本 可 定 义 为 函 数

Cu  hu , ki , S ik  。根据这些定义和符号，用户 k 从访
问 CP i 的过程中所获取的效用  uki 可以表示为

 uki  vki  ki  f ki    Cu  hu , ki , S ik 

(1)

对 CP 来说，我们假定其利润与用户访问其内容
消耗的流量总量成正比，ISP 从 CP 收取的单位流量
费用为 hc。相似的，CP i 为用户 k 提供的流量补贴成

扩展到更复杂的场景，讨论更一般性的结果。
3.1 单 CP、单 ISP 和用户
图 4 展示在本节中讨论的简化场景。该场景由唯
一的 CP、一个垄断性的 ISP 和一组用户组成。与前
文讨论一致，CP i 根据 ISP 对单位流量的定价来决定
补贴量，然后用户决定是否访问该 CP 以及具体使用
量。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逆向推导法来解决此类问
题。首先，我们在存在流量补贴的情况下推导用户的
最佳使用量；接下来，在知道了用户的最佳策略后，
CP 决定它的最优补贴量。有了这些结果，我们就可
以分别计算三者的效用。

本可定义为函数 Cs  hu , ki , S ik  。那么，CP i 从用户
k 访问过程中所获取的效用  ICPik 可以表示为

 CPik    i  hc   ki  Cs  hu , ki , S ik 

图 4 简化场景

(2)

Fig.4 The simplified scenario

其中，  i 表示 CP i 从每单位流量获取的利润。
对 ISP 来说，其成本支出的大部分是用于基础设
施建设，而为用户传输数据的边际成本与之相比可忽
略不计。因此，ISP 的效用可以表示为
I

K

 ISP    hc  ki  Cu  hu , ki , S ik   Cs  hu , ki , S ik  

(3)

i 1 k 1

3 模型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 DA 模型分析流量补贴过
程。该过程如下：首先 ISP 决定向 CP 和用户收取的
单位流量价格；接下来，CP 决定给用户提供多少补
贴；最后，用户根据 ISP 的定价和 CP 的补贴量决定
自己在不同 CP 中的流量消耗。考虑到用户是根据流
量价格 hu 和补贴量 Sik 来决定用量 ki ，我们将用户
流量的实际用量定义为关于价格和补贴的函数，即

ki @  hu , Sik  ，并且我们假定该函数是连续的和
二阶可导的。
接下来，将讨论如何求解用户的实际流量消耗和
CP 的补贴量，我们通过研究三个参与角色的效用变
化入手。由于用户的异质性，不同用户的实际流量消
耗可能大于、小于或等于补贴量。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将对这三种情况分别进行讨论。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从一个简化的场景开始，然后我们以此为基础，

如前所述，用户面对补贴的反应是各有差异的，
一些用户可能会消耗比平时更多的流量，一些用户可
能不受补贴影响，在流量消耗上没有大的变化。因此，
我们根据流量使用情况将用户分为两类：a) ki  Sik ;
b) ki  Sik 。一般来说，一个用户能够代表一组特征
相似的用户，我们选择用户 k 为代表来讨论不同的情
况。
(1) ki  Sik ：在这样的情况中，考虑前文中

ki   ki 的限制，则有 Sik  ki  ki ，因此用户 k
从 CP i 获取的效用为

 
 uki  vki   ki  f ki  ki   hu   ki  S ik 
  ki 
在前面我们已经定义了 ki

(4)

@  hu , Sik  。在一

个计费周期中，当流量价格已定时，hu 的值是固定的，
可以看作是常数，则用户使用量函数可以表示为

k i @  S i k ，那么补贴量可由函数    的反函数
表示为 Sik

@ 1  ki  ，则公式(4)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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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为用户 k 是理性的，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
目的。我们在(5)式中对 ki 求一阶导数，则可求出用
户最优使用量 ki 的表达式如下
*

0 or  ki

 
ki*  
1 
' 1 hu


f
1



 
ki
ki

'

 vki    Sik   

其中，f

f ki''    0
f ki''    0

图 5 用户使用量与补贴的关系图

(6)

下面，我们继续分析 CP i 如何决定为用户 k 提供

 是满意度函数 f ki  的一阶导数的反函

' 1
ki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λki and subsidy Sik

多少补贴。从公式(6)可以看到，当

ki*  0 ，则

f ki''    0 ，如果

数。
从式(6)的推导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实际
使用量超过补贴量的那部分用户来说，

户，以保证自己的效用  ICPik

vk i f ' k i k i  是
k i 一 个 关 键 阈 值 。 如 果

是一个初创企业的话，它可能仍然会贴钱实行补贴策

hu  vk

'
i

f k

i

 ，则用户的使用量随补贴
S
k i
k i

增加而增加；反之，如果 hu

CP 的最佳策略是不提供补贴流量给用

 0 。但是，如果该 CP

略，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如果 ki
*

的
ik

 vki  f ki'  ki  ki  ，则用

户的使用量随补贴 Sik 的增加而减少。
直觉上，用户的使用量是随流量价格的升高而降
低，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成立的。但是，从前面的结
论可知：a)当系统中存在 CP 提供的免费补贴时，流
量使用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被改变了，颠覆了我们的
直觉；b)用户的流量使用量由一个阈值决定，当流量
定价大于该阈值，使用量与补贴正相关，反之，呈负
相关。
图 5 显示了用户使用量与补贴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横轴代表补贴量，变化范围从 1 到 5，纵轴代表用户
的实际使用量，单位流量的价格分别设为{0.1, 0.3, 0.5,
0.8}。四条曲线的变化趋势与推导结果相符。从图中
可以看到，当单位流量定价更高时，用户使用量增加
更快。可能的原因是当流量更贵时，用户会感觉流量
更具价值，不能忽视其使用成本，补贴使用户感觉划
算。反之，当流量很便宜时，用户可能对于有无补贴
无所谓，所以增长较慢。因此，补贴的效果在单位流
量价格较高时更明显。此外，我们还观察到，当补贴
量变大时，用户流量使用量的增速会变缓，最后趋近
于不再增加。这种趋势说明，即使 CP 无限制补贴，
用户也不会无限制地使用。

么  CPik

  ki ，那

   i  hc    ki  hu  Sik ，则由  CPik  0 ，可

知 CP 可以选择 0 到

贴量。当

  i  hc  
hu

ki 间的任何值作为补

f ki''    0 ，则 CP 的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CPik    i  hc   ki*  hu  Sik

(7)

 hu 
1 
 1  '
  。
 vki    Sik   

其中， ki*   ki  f ki' 1 

与前面求解用户最佳流量消耗的过程相似，在(7)
式中对 Sik 求导，可得到如下等式

 ''  Sik 

h
 f ki'1  u
 '  Sik  
 vki
2


vki
1 
(8)
 1  '
  
   Sik      i  hc   ki

上式是补贴流量需要满足的关系式，在     函
数确定后，最优补贴流量 Sik 可由(8)式求出。



我们将最优补贴流量用 S ik 表示，那么， ki* , Sik*
*



就是通过逆向推导为用户和 CP 求得的最优解。由此
可得，ISP 的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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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ki  Sik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的使用成
本为 0。
考虑补贴与用户最大可能使用量之间的关系，
有以下两种子情况，如下所示
ki   ki  Sik

ki  Sik   ki

(10)

当 ki  ki  Sik 时，用户将选择消费最大量 ki
以使其效用最大化，其效用为

uki  vki ki

(11)

此时用户的最优使用量 ki   ki ，CP 提供的最
*

优补贴量 Ski   ki ，因此，CP 的效用函数为
*

 CPik    i  hc  hu   ik

(12)

由于有约束条件 ki  Sik ，CP 需为用户提供足
够的补贴，这意味着无论用户消费了多少流量(  ki )，
CP 都将为这些用户买单。根据式(12)，只要 CP 的单
位流量转化因子  i  hc  hu ，该 CP 就能从用户那里

在前一个子情况中，CP 需要提供足够的补贴给
用户。而在当前子情况中，CP 占据了主导地位，补贴
多少，用户使用多少。相似的，CP 要盈利的话，需要
保证  i  hc  hu 成立。ISP 的效用函数与式(13)相似，
为

 ISPik   hc  hu   Sik

(16)

3.2 多 CPs、多 ISPs 和用户
在真实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中，存在着多个 CP、
多个垄断的 ISP 和用户，最普遍的场景如图 3 所示。
由于一般化场景的复杂性，不能将 2.1 节中的结论直
接用来解释一般化的情况，但这些结论是我们研究复
杂场景的基础。在本节，我们将扩展上一小节的结论
并介绍一些特殊情况。
(1)三个参与者的效用：在一般场景中，CP 和用
户的数量分别定义为 I 和 K。由于用户的异质性，不
同用户在面对多个 CP 时，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比
如某些用户选择在亚马逊购物，而另一些用户选择在
淘宝购物。用户消耗流量的习惯也是各不相同的，一
部分用户在面对自己喜欢的或是有用的内容时，会愿
意消耗更多的流量，而另一部分用户可能会不为所动。
因此，流量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假定用户效用具
有可加性，用户从某个 CP 获得的效用不会影响从其
他 CP 获得的效用。那么，用户、CP、ISP 的总效用
可分别表示为
I

获益。
实际上，
现实中很多 CP 是在贴钱给用户补贴，
这是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用户，为将来盈利做
打算。
在这样的情况中，ISP 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ISPik   hc  hu    ki

(13)

K

 CPi     i  hc   ki  Cs  hu , ki , S ik  

(18)

I

K

 ISP    hc  ki  Cu  hu , ki , S ik   Cs  hu , ki , S ik  

(19)

i 1 k 1

(14)

用户将选择尽可能大的使用量以使其效用最大
化。因为 f ki   是非减函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
的最优使用量 ki  Sik 。对 CP 来说，其效用函数为
*

 CPik    i  hc  hu   Sik

(17)

i 1

k 1

当 ki  Sik  ki 时，用户的效用函数为

 
 uki  vki   ki  f ki  ki 
  ki 

 uk   [vki   ki  f ki   Cu  hu , ki , S ik ]

(15)

从 CP 的角度来看，免费的流量补贴能够增加用
户的流量消耗和有效在线时间，CP 能够从中获取更
多利润。然而，这部分利润的增长不是无限制的，随
着补贴量的增加，该利润会达到其拐点。在拐点处，
CP 将取得补贴量的最优值。我们可以使用最优化的
方法推导求出最优补贴量，为 CP 设计有效的补贴机
制提供参考。
(2)补贴引发用户迁移：在图 6 所示的场景中，存
在两个同质的内容提供商 CP1 和 CP2、两个运营商
ISP1 和 ISP2、以及相应的用户组 U1 和 U2。其中，CP1
与 ISP1 合作为 U1 中的用户提供补贴，但 CP2 不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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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任何补贴。我们假定两家 CP 的服务质量相同，
且能够提供相同的内容，两家运营商制定的单位流量
价格也相同。我们将会看到流量补贴策略会促使用户
在两家运营商之间迁移。在补贴策略的影响下，部分
用户将会迁移到与 CP 有合作的 ISP 那边，即图中的
ISP1，ISP1 也会因为用户增加而获得额外的利润。因
此，ISP 即使不是流量补贴的主导方，也有动力主动
参与到补贴计划中。

图 6 用户迁移过程

3: for 每个用户和 CP do
4:

计算用户, CP 的效用;

5: end for
6: CP 开始提供流量补贴;
7: while 未到计费周期或用户比例没有收敛到稳定点 do
8:

for 用户, CP do

9:

计算用户和 CP 的效用;

10:

if 用户是弹性的 then

11:

计算用户的迁移概率;

12:

与阈值进行比较判别用户是否发生迁移;

13:

end if

14:

end for

15:

计算新的用户比例: c’1, c’2, …, c’j;

16:

t = t + 1;

17: end while

Fig.6 The user shifting process

基于用户对补贴策略的反应，我们可以将其分为
两类：弹性的和非弹性的。弹性的用户看重其自身效
用，会根据效用变化选择 ISP。比如，U2 中的弹性用
户 A 发现流量消耗相同的情况下，ISP1 的用户获得的
效用比 ISP2 的用户高，那么他将从 U2 迁移到 U1。相
反地，非弹性用户有更高的忠诚度，一旦选定了 ISP，
几乎不会发生变动。
为了便于描述迁移过程，我们定义了两个阈值：

18: 输出: 用户比例, 用户和 CP 的效用.

(3)用户免费上网：
在 CP 提供流量补贴的情况下，
对用户来说，免费上网是可以实现的，图 7 展示了这
样的场景。市场中存在多个异质的 CP，其数量为 I。
这些 CP 分别提供不同的内容给用户，比如优酷提供
视频、每日头条提供新闻浏览等。

Tvi 和 T f j 。 Tvi 表示用户对 CP i 的主观评价阈值。比
如，vki  Tvi 意味着用户 k 愿意选择 CP i 提供的内容。
相似的， T f j 表示用户对 CP i 的满意度阈值，满意度
函数 f ki   的值越高，则用户更愿意选择 CP i。为了
反映用户在不同 ISP 中选择，我们基于 logit 模型[22]
定义了一个迁移概率，如下所示

pr 

 uki



 ukj
j

(20)

我们同样定义了迁移概率阈值 Tpr ，并结合前面

图 7 异质 CP 补贴用户
Fig.7 Heterogeneous CPs subsidize users

在这里我们假定这些异质的 CP 是相互独立的，
用户从 CP 获得的效用是可加的。如果这些异质的 CP
都参与流量补贴计划，那么用户 k 从 I 个 CP 获得的
总效用为
I

 uk   [vki  ki  f ki   hu    ki , S ik ]

(21)

i 1

定义的两个阈值共同决定用户是否发生迁移。根据前
面的讨论，我们在算法 1 中描述用户的迁移过程，该

其中，   表示用户实际流量与补贴之间关系的函数，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 T  I  N  。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
相似的，CP 的效用函数为

算法 1 用户迁移过程
1: 输入: 用户, CP 和 ISP 的数量，时间区间 T;
2: 初始化用户比例: c1, c2, …, cj;

K

 CPi     i  hc   ki  hu    ki , S ik  
k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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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式(21)、(22)，我们可以采用最优化的方法，
并联合一些限制条件，比如用户的实际流量使用有界
等，来确保用户的访问成本为 0。换句话说，就是用
户可以免费上网。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 ISP 提供的
信道容量这个重要因素。

4 仿真实验

的效用变化。最初，效用有轻微的下降，然后开始迅
速上升。当补贴量的值达到约 1.9 时，CP 效用取得最
大值。以后，效用开始随补贴的增加而下降。载图中
有一条虚线，表示在此处 CP 的效用为 0。当补贴量
超过虚线与效用曲线的交叉点，CP 的效用变为负数，
这是 CP 端的补贴失效情况。因此，CP 需要在 0 和交
叉点之间选择合适的补贴量，以使得补贴策略有效。

4.1 实验参数设置
我们将时间片[t－1, t]看作一个计费周期，将在多
个时间片中计算用户的效用。用户对 CP 的单位流量
内容的主观评价在[0, 1]中随机选择。用户在一个计费
周期中的最大流量需求设为在[1, 3]中随机取得。用户
的

实

际

流

量

ki     ki     e
*
ki

*
ki

消


b
Sik

耗

ki

由

式

子

(a)用户效用 vs.补贴

(b)CP 效用 vs.补贴

图 8 补贴失效情况
Fig.8 Subsidization invalidate

计算，其中，

*
ki 是在没有

补贴的情况下用户的最佳流量需求，b 是调整因子。
当不存在流量补贴时，用户的实际使用量为 ki 。反之，
*

当流量补贴很大时，用户的实际使用量为 ki 。流量敏
感因子的值设为[0, 1]间的随机数，流量补贴设为[0.5,
1.5]间的随机数。接下来，我们设定 CP 的单位流量利
润因子  i 取值区间为[0.8, 1]，ISP 对单位流量的定价
hu 和 hc 设为 0.2。最后，我们设定几个阈值的取值为

Tv  0.6 ， T f  0.45 ， Tpr  0.7 ，用以评估用户的
迁移过程。
4.2 补贴失效
本文中，我们认为不论 CP，还是用户，都是理性
的，这意味着用户不会无节制消耗流量，CP 也不会
过度提供补贴。从前面章节的分析讨论中，我们已经
推导出一些补贴过程中的限制条件，使得补贴失效的
条件也包含在其中。
在本节中，我们研究用户和 CP 的效用随补贴的
变化情况。我们假定只存在一个 CP，用户的数量设
为 200。我们随机选择一个用户，他的效用变化如图
8(a)所示。可以看到，用户的效用随补贴的增加持续
增长，该趋势一直保持到补贴量大约为 6 时。在补贴
量超过 6 以后，用户效用的增加趋势变得平缓，无论
补贴增加得再多，用户效用也基本不再增加。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补贴量超过 6 以后，在用户端
补贴策略就失效了。再观察图 8(b)，该图展示了 CP

4.3 效用比较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比较在 CP 提供流量补贴前
后用户的效用对比。图 9(a)显示了用户 k 在 20 个计
费周期中的效用对比。显然，补贴策略确实能促进用
户消耗更多的流量，也同时获得更多效用。与没有流
量补贴时相比，用户效用的增加非常明显。其中，效
用最大的提升点出现在第 17 个计费期，
增加量为 1.4。
效用最小的增量为 0.22，出现在第 16 个计费期。特
别地，在第 10 个计费期，用户本来没有打算消费流
量，但在补贴的激励下，仍然消耗了一些流量，获得
了 0.54 的效用。在图 9(b)中，展示了我们随机选择的
20 个用户，在 CP 提供补贴前后，一个计费期内的效
用对比。显然，有补贴时效用更高。在其中，我们发
现第 17 个用户很特别，在补贴前后，该用户的效用
几乎不变。可能的原因是，该用户是非弹性用户，补
贴策略对其使用情况影响不大。

(b)20 个用户

(a)单个用户
图 9 用户效用

Fig.9 Utility of users

我们还比较了在 20 个计费期内，CP 为 200 个用
户提供的总流量和 CP 的效用对比。在提供补贴前后，
平均流量提供量从 77.84 上升到 252.83，如图 10(a)所
示。流量的值 252.83 也说明了一部分用户的实际使
用量超过了补贴，该现象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从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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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消费的角度来说，补贴策略是非常有效的，图 10(b)
展示了 CP 的效用比较。在提供补贴的情况下，CP 从
用户获得的效用是不提供补贴情况下获得效用的 3
倍左右。换句话说，补贴策略确实能使 CP 获利。

(a) CP 的流量

(b)CP 的效用

图 10 CP 的流量/效用
Fig.10 Taffic/Utility of CP

4.4 拥塞可能性
从前面章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用户
会受到补贴策略的激励，消耗更多的流量。然而，有
人可能会问，这些增加的流量是否更容易引起网络拥
塞。图 11 显示了关于拥塞情况的实验结果。该场景
假定市场中存在一个垄断的 ISP，2 个异质的 CP，ISP
提供的系统容量设为 9。我们比较在 20 个周期内，补
贴前后网络的拥塞情况。
当 CP 没有提供流量补贴时，拥塞情况仅出现了
4 次，分别是第 7、15、18 和 19 个周期。也就是说，
拥塞出现的概率不高。当 CP 开始提供流量补贴时，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 90%的周期里，用户的需求都超
过了系统容量，出现拥塞情况。换句话说，补贴策略
能促使用户消耗更多流量，但也更易导致拥塞发生。
因此，对有限的系统流量来说，流量补贴策略可能是
一把“双刃剑”
。对于 ISP 来说，如果不能扩容，那可
能需要采取其他的办法来避免拥塞，比如更有效的定
价方法 SDP(Smart Data Pricing)[12, 14]等。关于 SDP 的
内容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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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置下，用户的迁移过程。图 12(a)显示了 CP1 与
ISP1 合作的情况。该情况中，用户数 N 设为 10000，
平均补贴量 s1 设为 0.7，转移概率 pr 设为 0.7。最初
分属两个 ISP 的用户比例分别为 r1=0.5042，r2=0.4958。
随着演化过程开始，ISP1 的用户比例 r1 迅速增加，并
于第 4 个周期达到 0.8。这意味着几乎有 60%的原来
属于 ISP2 的用户转变为 ISP1 的用户。最终的稳定点
在 r1=0.9131 和 r2=0.0869。我们可以看到，ISP2 的用
户并没有变为 0，这是因为用户中有一部分是非弹性
的，他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选择。根据最终的用户
比例，我们可以推断，CP2 可能会被淘汰出局。为了
阻止用户流失，CP2 也决定与 ISP2 合作补贴用户。相
关的参数设置参见图 12(b)。CP2 从第 9 个周期开始其
合作补贴行为，最终，用户比例收敛到 r1=0.7318 和
r2=0.2682。可以看到 CP2 成功保住了部分用户，但是
如果想取得更大的进展，赢得更多用户，仅做到这些
还不够。在图 12(c)中可以看到，CP2 增加其平均补贴
量的值到 3.5，此时用户开始从 ISP1 向 ISP2 稳定回流。
但是，CP2 提供的补贴值已经太高，很可能不满足我
们在前面章节中推导的约束条件。这样不计后果的高
补贴行为很可能陷入恶意价格竞争的陷阱中。在图
12(d)中，我们同时调整平均补贴量和迁移概率的阈值
为 s2=1.5，Tpr=0.6。这时我们发现选择 ISP2 用户开始
超过选择 ISP1 的用户，并且这种差异性在持续增加，
整个情况跟图 12(a)相比发生了反转。可见，CP 确实
能够通过提供流量补贴吸引用户，刺激消费。但是，
CP 制定相关策略时必须遵循约束限制并仔细设计补
贴机制。

图 11 拥塞更严重
Fig.11 Aggravating congestion

4.5 用户的迁移过程
本节对应场景如图 6 所示，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同
质的 CP，ISP 的数量设为 2，其中，CP1 与 ISP1 合作
为 ISP1 的用户提供流量补贴。我们将比较在不同的参

图 12 用户的迁移过程
Fig.12 Shifting processes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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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市场中的 ISP、CP 和用户之间相互竞
争冲突的情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个市场的
发展。为了减少这些利益冲突情况的发生，我们通过
分析，提出一种由 CP 主导的，基于 ISP 与 CP 合作
的为用户提供免费流量补贴的机制。通过现实中实际
案例的研究，我们分析了其设计存在的挑战和难点，
并基于此提出了 DA 模型，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模型
进行了仔细研究。我们还将初步结论扩展到一般化的
场景中，并为 CP 如何设计恰当的补贴机制提出建议
和参考。我们通过仿真实验证明了设计的有效性，同
时还展示了一些可能使补贴失效的特殊情况和可能
造成网络拥塞的结果。
本文只是研究移动互联网市场中资源分配这一综
合课题的第一步，一些更有价值和更有趣的结果需要
我们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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