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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互联网信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

方法。本发明方法对全局视野情况下基于深度学

习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决策进行因果性解释与

转换。首先采用深度强化学习的方法对原网络系

统进行训练，在完成原有基于深度学习的系统训

练后，对产生的全局配置结果通过超图的方式进

行建模，并分析超图中关键的点‑超边连接，为每

一个点‑超边连接对最终全局配置结果的影响力

打分，使网络管理员理解决策中关键的组成部

分。本方法极大地降低了原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

视野网络系统的理解难度，便于网络管理员对决

策过程进行理解。将本解释方法部署于实际系统

上时，有助于网络管理员理解并纠错原全局视野

网络系统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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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将资源和请求输入到待解释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中，输出得到全局配置结果集

合，将该全局配置结果集合记为0；

(2)构建一个包括资源和请求的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该全局视野计算机网

络系统超图H具有以下四种形式：

a、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软件定义网络路由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物理链路构建为

点，路由路径构建为超边；

b、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虚拟网络功能放置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物理服务器构建为

点，虚拟网络功能为超边；

c、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超密集蜂窝网络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移动用户构建为点，

基站构建为超边；

d、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集群任务调度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请求任务构建为点，任

务间依赖关系构建为超边；

用一个关联矩阵I表示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关联矩阵I为一个V×E维的0-1

矩阵，关联矩阵I中的位置(v，e)为1时，表示点v和超边e有连接关系，位置(v，e)为0时，表示

点v和超边e没有连接关系；

(3)对步骤(2)的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进行特征计算，包括以下步骤：

(3-1)构建一个评价矩阵W，用于表征关联矩阵I中各非零元素的重要性；

(3-2)计算上述评价矩阵W的性能损失：

对步骤(1)的全局配置结果集合0进行判断，若步骤(1)中的全局配置结果输出结果为

离散变量，则利用下式计算关联矩阵I与评价矩阵W的KL散度D(W，I)；若步骤(1)中的全局配

置结果输出结果为连续变量，则利用下式计算全局配置结果关联矩阵I与评价矩阵W的均方

误差D(W，I)：

上式中，f(W)为待解释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的评估函数对评价矩阵W的评估结果，f(I)

为待解释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关联矩阵I的评估结果；

(3-3)利用下式，计算步骤(3-1)中的评价矩阵W的简洁性，定义评价矩阵W的简洁性为：

上式中，Wev为评价矩阵W在关联矩阵I的(e，v)位置的元素值；

(3-4)采用评价矩阵W的熵H(W)表征评价矩阵W的确定性：

(3-5)建立求解评价矩阵W的优化模型，该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为：

minD(W，I)+λ1||W||+λ2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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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为：

其中，D(W，I)为步骤(3-2)中的均方误差，||W||为步骤(3-3)中的简洁性，H(W)为步骤

(3-4)中评价矩阵W的熵，λ1和λ2分别为简洁性和熵的计算参数；

(4)采用梯度下降法，求解步骤(3-5)的优化模型，得到评价矩阵W，根据评价矩阵W，得

到关联矩阵I中各连接关系重要性的表征，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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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互联网信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

统的解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计算机网络系统一般可以分为具有局部视野的系统和具有全局视野的系统。局部

视野指的是网络系统部署在服务器端、客户端或者中间件、交换机上(如：拥塞控制系统)，

这些具有局部视野的系统只能通过对系统中的一个点的信息进行观测并做出决策。全局视

野的系统则例如网络管理控制器、流量工程调度系统、软件定义网络控制器等，这些具有全

局视野的系统能够对网络中多个设备进行观测并做出决策。在决策逻辑上，部分现有的全

局视野网络系统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来作为其决策算法，例如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软件定义

网络路由优化算法等。

[0003] 传统的网络系统的决策策略中，经常通过“加增乘减”等简明的策略来进行决策。

而现有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这些系统其决策方式并不能被网络管理员所理解：神经网络经常

包含成千上万的神经元，经过一系列非线性的计算得出最终的结论。因此，尽管在训练中表

现较好，但网络管理员并不能够理解其决策的逻辑，因此往往难以获得信任。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对全局

视野情况下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决策进行因果性解释与转换。首先采用深度

强化学习的方法对原网络系统进行训练，在完成原有基于深度学习的系统训练后，对其产

生的全局配置结果通过超图(hypergraph)的方式进行建模，并分析超图中关键的点-超边

(hyperedge)连接，为每一个点-超边连接对最终全局配置结果的影响力打分，以让网络管

理员理解决策中关键的组成部分。

[0005]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将资源和请求输入到待解释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中，输出得到全局配置结果

集合，将该全局配置结果集合记为O；

[0007] (2)构建一个包括资源和请求的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该全局视野计算

机网络系统超图H具有以下四种形式：

[0008] a、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软件定义网络路由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物理链路构建

为点，路由路径构建为超边；

[0009] b、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虚拟网络功能放置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物理服务器构

建为点，虚拟网络功能为超边；

[0010] c、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超密集蜂窝网络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移动用户构建为

点，基站构建为超边；

[0011] d、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集群任务调度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请求任务构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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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任务间依赖关系构建为超边；

[0012] 用一个关联矩阵I表示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关联矩阵I为一个V×E维

的0-1矩阵，关联矩阵I中的位置(v,e)为1时，表示点v和超边e有连接关系，位置(v,e)为0

时，表示点v和超边e没有连接关系；

[0013] (3)对步骤(2)的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进行特征计算，包括以下步骤：

[0014] (3-1)构建一个评价矩阵W，用于表征关联矩阵I中各非零元素的重要性；

[0015] (3-2)计算上述评价矩阵W的性能损失：

[0016] 对步骤(1)的全局配置结果集合O进行判断，若步骤(1)中的全局配置结果输出结

果为离散变量，则利用下式计算关联矩阵I与评价矩阵W的KL散度D(W,I)；若步骤(1)中的全

局配置结果输出结果为连续变量，则利用下式计算全局配置结果关联矩阵I与评价矩阵W的

均方误差D(W,I)：

[0017]

[0018] 上式中，f(W)为待解释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的评估函数对评价矩阵W的评估结果，f

(I)为待解释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关联矩阵I的评估结果；

[0019] (3-3)利用下式，计算步骤(3-1)中的评价矩阵W的简洁性，定义评价矩阵W的简洁

性为：

[0020]

[0021] 上式中，Wev为评价矩阵W在关联矩阵I的(e,v)位置的元素值；

[0022] (3-4)采用评价矩阵W的熵H(W)表征评价矩阵W的确定性：

[0023]

[0024] (3-5)建立求解评价矩阵W的优化模型，该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为：

[0025] minD(W,I)+λ1||W||+λ2H(W)

[0026] 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为：

[0027] 其中，D(W,I)为步骤(3-2)中的均方误差，||W||为步骤(3-3)中的简洁性，H(W)为

步骤(3-4)中评价矩阵W的熵，λ1和λ2分别为简洁性和熵的计算参数；

[0028] (4)采用梯度下降法，求解步骤(3-5)的优化模型，得到评价矩阵W，根据评价矩阵

W，得到关联矩阵I中各连接关系重要性的表征，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

解释。

[0029]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其特点和优点是：

[0030] 本发明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由于将基于深度学习的

全局视野网络系统输出转换为一张等价超图，并将超图中各连接关系的重要性定量地予以

展现，极大地降低了原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理解难度，便于网络管理员对

结果的决策过程进行理解。将本解释方法部署于实际系统上时，有助于网络管理员理解并

纠错原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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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方法的一个实施例中构建的网络路由系统S的全局路由结果O。

[003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由全局路由结果O转换而来的超图H。

[003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得到了重要连接关系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解释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将资源和请求输入到待解释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中，输出得到全局配置结果

集合，将该全局配置结果集合记为O；针对于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软件定义网络路由优化系

统，配置结果的集合O便是在网络中任意两点的流量应该沿着什么样的路径转发；

[0036] (2)构建一个包括资源和请求的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具有全局视野的

网络系统是对资源和请求的分配，例如链路资源分配给流量请求、物理机资源分配给虚拟

机服务请求等等。因此，可以将资源和请求分别表示为超图中的点和超边。该全局视野计算

机网络系统超图H具有以下四种形式：

[0037] a、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软件定义网络路由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物理链路构建

为点，路由路径构建为超边；

[0038] b、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虚拟网络功能放置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物理服务器构

建为点，虚拟网络功能为超边；

[0039] c、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超密集蜂窝网络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移动用户构建为

点，基站构建为超边；

[0040] d、当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为集群任务调度优化系统时，超图H中请求任务构建为

点，任务间依赖关系构建为超边；

[0041] 用一个关联矩阵I表示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关联矩阵I为一个V×E维

的0-1矩阵，关联矩阵I中的位置(v,e)为1时，表示点v和超边e有连接关系，位置(v,e)为0

时，表示点v和超边e没有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

[0042] (3)对步骤(2)的全局视野计算机网络系统超图H进行特征计算，包括以下步骤：

[0043] (3-1)构建一个评价矩阵W，用于表征关联矩阵I中各非零元素的重要性；

[0044] (3-2)计算上述评价矩阵W的性能损失：

[0045] 对步骤(1)的全局配置结果集合O进行判断，若步骤(1)中的全局配置结果输出结

果为离散变量，则利用下式计算关联矩阵I与评价矩阵W的KL散度D(W,I)；若步骤(1)中的全

局配置结果输出结果为连续变量，则利用下式计算全局配置结果关联矩阵I与评价矩阵W的

均方误差D(W,I)：

[0046]

[0047] 上式中，f(W)为待解释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的评估函数对评价矩阵W的评估结果，f

(I)为待解释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S关联矩阵I的评估结果；

[0048] (3-3)利用下式，计算步骤(3-1)中的评价矩阵W的简洁性，定义评价矩阵W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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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

[0049]

[0050] 上式中，Wev为评价矩阵W在关联矩阵I的(e,v)位置的元素值；

[0051] (3-4)采用评价矩阵W的熵H(W)表征评价矩阵W的确定性：同时，还希望重要性应向

0或者1聚集，来表明重要性的二分性质：要么重要、要么不重要。

[0052]

[0053] (3-5)建立求解评价矩阵W的优化模型，该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为：

[0054] minD(W,I)+λ1||W||+λ2H(W)

[0055] 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为：

[0056] 其中，D(W,I)为步骤(3-2)中的均方误差，||W||为步骤(3-3)中的简洁性，H(W)为

步骤(3-4)中评价矩阵W的熵，λ1和λ2分别为简洁性和熵的计算参数；λ1和λ2可以根据网络管

理员对相应性质的偏好而设定，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λ1和λ2的取值为0.5和0.5；

[0057] (4)采用梯度下降法，求解步骤(3-5)的优化模型，得到评价矩阵W，根据评价矩阵

W，得到关联矩阵I中各连接关系重要性的表征，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全局视野网络系统的

解释。

[0058] 以下结合附图，详细介绍本发明方法的内容：

[0059] 设定一个基于深度学习的软件定义网络路由系统S，产生的路由决策结果如图1所

示，图1中，a到g为路由器，1到8为物理链路，蓝色和红色为a到e和a到g的路由路径，由网络

路由系统S计算得到。构建网络路由系统S的超图H，其中物理链路构建为点，路由路径构建

为超边；如图2所示。通过计算评价矩阵W，可得到上述超图中的点-超边连接中对最终优化

目标较为关键的影响。例如，算法发现路径选择链路6对全局优化结果影响较大，可以给网

络管理员提示：应注意链路6作为性能瓶颈。对于更大规模的拓扑也可以做类似操作，最终

的可能的可视化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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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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