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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

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提出了一种在群智感知

系统中平台和智能手机用户的交互方案，每个用

户对系统的贡献被认为是用户进行感知而消耗

的资源，并且每个感知任务具有一个预算。该方

法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

机制，资源价格和用户的贡献由供需关系决定。

本发明所提的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移动群智感

知激励方法具有计算有效性、个人理性、收益性、

防欺骗性和非垄断性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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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包含一种平台和智能手机用

户的交互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201：平台发布一个任务集合T＝{1，2，...，m}，每个任务都有一个预算Bk，k∈T，所

有任务的预算定义为向量B＝(B1，B2，...，Bm)，每个任务都需要在特定的地点才能完成；

步骤202：设智能手机用户集合为U＝{1，2，...，n}，对于每个任务k，每个用户i向平台

提交一个有限的可感知时间 其中 为自然数集合，所有用户提交的可感知时间构

成一个n×m的矩阵AT；

步骤203：平台从用户集合U中选择一部分用户，构成入选者集合W，计算每个入选者i对

任务k的感知时间 其中 为正自然数集合，以及每个入选者对任务k获得的报酬

平台将计算结果通知入选者；

步骤204：入选者执行感知任务，提交感知数据到平台；

步骤205：平台对每个任务k，支付 给入选者i；

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203中，设计一个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 返回入选

者集合W，一个n×m的感知时间矩阵ST，以及一个n×m的支付额矩阵P，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

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步骤如下：

步骤301：初始化 ST＝0，P＝0， 其中 为当前未被机制考虑的可感知

时间矩阵；

步骤302：对于每个任务k∈T，令PW＝0，其中PW为当前入选者的支付总额，执行步骤303；

如果每个任务都已经被计算过，则执行步骤310；

步骤303：若Bk＞PW，则执行步骤304，否则，执行步骤302；

步骤304：在矩阵 中寻找具有最大值的元素 其中l＝1，2，...，n；

步骤305：计算资源单价 其中函数p()为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

步骤306：如果 则执行步骤307；否则，如果Bk-PW≥p

(1)(a+bp(1))，则执行步骤308；否则，执行步骤302；

步骤307：令 执行步骤309；

步骤308：令 PW＝Bk，执行步骤309；

步骤309：令 将用户i并入入选者集合中：W＝W∪{i}，执行步骤303；

步骤310：返回入选者集合W，感知时间矩阵ST，以及支付额矩阵P，结束；

在步骤305中，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p()的计算步骤为：

步骤401：设 为任务k对用户i的资源需求， 为用户i对任务k的资源供应，α，β，a，b是

常量，其中α＞a，b＞0，β＞0，则有：

步骤402：令 得到均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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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03：设在感知时间 时刻，资源价格的变化正比于超额需求，则有公式3，其中

为正自然数集合，h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

步骤404：将公式1和公式2代入公式3，得到公式4，其中λ＝(b+β)h＞0，h是一个大于0的

常数， 为正自然数集合；

步骤405：解公式4，得到公式5所示的定价函数，其中 为正自然数集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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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属于移动互联

网和算法博弈论的交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智能手机已经集成许多传感器，如摄像头、光传感器、GPS、加速度计、数字罗

盘、陀螺仪、麦克风、接近传感器等，这些传感器可以共同监控人类活动和周边环境。利用普

遍存在的智能手机用户感知和收集大规模的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感知方式。目前已有

一些项目基于移动群智感知实现了健康护理、污染监控、噪音监控、智能交通、行为监控、室

内定位等领域中的不同应用。群智感知应用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参与者数量以及数据质量。

因此，对用户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在群智感知应用中十分重要。

[0003] 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考虑移动群智感知系统中的定价问题，在基于反向拍卖

的激励机制中，系统对入选者的支付数额有用户的报价和机制本身决定。在这类激励机制

中，用户的报价往往没有参考依据，是通过经验决定的。因此，用户存在报价偏离市场预期

的风险。在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激励机制中，用户的成本是固定并且已知的。在基于质

量的定价机制中，根据用户质量支付不同的数额，但并没有给出基本支付额的设置方法。

[0004] 设计基于供需关系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是具有挑战的。首先，资源价格由市

场供需关系决定，因此，不能再使用偏离市场的价格来激励用户。这就需要设计一个定价方

法来刺激用户贡献更多的资源到系统中；其次，用户可能会采取策略行为来最大化自身的

效用，如，不诚实地提交可用资源数；进一步地，感知任务具有一些约束，如每个任务有一个

预算，支付给执行该任务的所有用户的报酬总额不能高于该预算。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供

需关系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移动群智感知中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激励方法，解

决在一类移动群智感知系统中资源定价、选择用户和计算支付数额的问题。本发明将移动

群智感知系统看作为一个资源市场。在这个资源市场中，移动群智感知系统为资源需求方，

用户为资源供应方。每个用户对系统的贡献就是用户进行感知而消耗的资源。资源价格和

用户的贡献由供需关系决定。每个用户的资源供应由资源定价函数决定。每个感知任务具

有一个预算约束，即完成该任务所支付的总额不应超过该预算。

[0006] 本发明首先提出了平台和智能手机用户的交互方法；其次，提出了一种基于供需

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然后，提出了一个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

最后，对所提供的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的有益效果进行了

说明。

[0007]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8] 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方法中，包含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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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用户的交互方法，步骤如下：

[0009] 步骤201：平台发布一个任务集合T＝{1，2，...，m}，每个任务都有一个预算Bk，k∈

T，所有任务的预算定义为向量B＝(B1，B2，...，Bm)。每个任务都需要在特定的地点才能完

成；

[0010] 步骤202：设智能手机用户集合为U＝{1，2，...，n}，对于每个任务k，每个用户i向

平台提交一个有限的可感知时间 其中 为自然数集合，所有用户提交的可感知时

间构成一个n×m的矩阵AT；

[0011] 步骤203：平台从用户集合U中选择一部分用户，构成入选者集合W，计算每个入选

者i对任务k的感知时间 其中 为正自然数集合，以及每个入选者对任务k获得的

报酬 平台将计算结果通知入选者；

[0012] 步骤204：入选者执行感知任务，提交感知数据到平台；

[0013] 步骤205：平台对每个任务k，支付 给入选者i。

[0014] 在步骤203中，设计一个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 返回

入选者集合W，一个n×m的感知时间矩阵ST，以及一个n×m的支付额矩阵P，基于供需关系的

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 的步骤如下：

[0015] 步骤301：初始化 其中 为当前未被机制考虑

的可感知时间矩阵；

[0016] 步骤302：对于每个任务k∈T，令PW＝0，其中PW为当前入选者的支付总额，执行步骤

303；如果每个任务都已经被计算过，则执行步骤310；

[0017] 步骤303：若Bk＞PW，则执行步骤304，否则，执行步骤302；

[0018] 步骤304：在矩阵 中寻找具有最大值的元素 其中l＝1，2，...，n；

[0019] 步骤305：计算资源单价 其中函数p()为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

[0020] 步骤306：如果 则执行步骤307；否则，如果Bk-PW

≥p(1)(a+bp(1))，则执行步骤308；否则，执行步骤302；

[0021] 步骤307：令 执行步骤

309；

[0022] 步骤308：令 执行步

骤309；

[0023] 步骤309：令 将用户i并入入选者集合中：W＝WU{i}，执行步骤303；

[0024] 步骤310：返回入选者集合W，感知时间矩阵ST，以及支付额矩阵P，结束。

[0025] 在步骤305中，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p()的计算步骤为：

[0026] 步骤401：设 为任务k对用户i的资源需求， 为用户i对任务k的资源供应，α，β，

a，b是常量，其中α＞a，b＞0，β＞0，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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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0028]

[0029] 步骤402：令 得到均衡价格

[0030] 步骤403：设在感知时间 时刻，资源价格的变化正比于超额需求，则有公式3，其

中 为正自然数集合，h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

[0031]

[0032] 步骤404：将公式1和公式2代入公式3，得到公式4，其中λ＝(b+β)h＞0，h是一个大

于0的常数， 为正自然数集合；

[0033]

[0034] 步骤405：解公式4，得到公式5所示的定价函数，其中 为正自然

数集合。

[0035]

[0036] 有益效果

[0037] 本方法可用于移动群智感知系统中的用户激励，从而形成该类应用的市场化机

制，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

[0038] 首次采用市场供需关系进行移动群智感知系统的激励机制设计，使得感知资源的

定价符合市场供需规律；

[0039] 所提供的基于市场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能激励用户贡献更多资源；

[0040] 计算时间复杂度低，该激励方法总的时间复杂度为O(mn2)，其中n为用户数，m为任

务数。是一个完全多项式时间方法，具有实际应用的价值；

[0041] 该激励方法是个人理性的，即平台支付给每个入选用户的报酬数额一定大于等于

该用户所需耗费的真实代价，因此对于吸引大量智能手机用户以及提高数据质量有积极作

用；

[0042] 该激励方法对于平台来说是可收益的，即平台获得的效用大于等于总支付额；

[0043] 该激励方法是防欺骗的，即使智能手机用户采取某种策略虚报可感知时间，也不

是使得该用户的效益变高，因此用户倾向于报自身的真实可感知时间。防欺骗性对于防止

市场垄断或者串通具有重要作用；

[0044] 当Bk≥pe(α-βpe)，该激励机制是非垄断的，即每个任务都至少需要两个用户才能

完成。非垄断性能改善感知数据质量和数据多样性。

附图说明

[0045] 图1是平台和智能手机用户的交互方法的执行流程；

[0046] 图2是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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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图3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p()的计算执行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0049] 平台和智能手机用户的交互方法的执行流程如图1所示，步骤如下：

[0050] 步骤201：平台发布一个任务集合T＝{1，2，...，m}，每个任务都有一个预算Bk，k∈

T，所有任务的预算定义为向量B＝(B1，B2，...，Bm)。每个任务都需要在特定的地点才能完

成；

[0051] 步骤202：设智能手机用户集合为U＝{1，2，...，n}，对于每个任务k，每个用户i向

平台提交一个有限的可感知时间 其中 为自然数集合，所有用户提交的可感知时

间构成一个n×m的矩阵AT；

[0052] 步骤203：平台从用户集合U中选择一部分用户，构成入选者集合W，计算每个入选

者i对任务k的感知时间 其中 为正自然数集合，以及每个入选者对任务k获得的

报酬 平台将计算结果通知入选者；

[0053] 步骤204：入选者执行感知任务，提交感知数据到平台；

[0054] 步骤205：平台对每个任务k，支付 给入选者i。

[0055] 在步骤203中，设计一个基于供需关系的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 返回

入选者集合W，一个n×m的感知时间矩阵ST，以及一个n×m的支付额矩阵P，基于供需关系的

带预算的移动群智感知激励机制 的流程如图2所示，步骤如下：

[0056] 步骤301：初始化 其中 为当前未被机制考虑

的可感知时间矩阵；

[0057] 步骤302：对于每个任务k∈T，令PW＝0，其中PW为当前入选者的支付总额，执行步骤

303；如果每个任务都已经被计算过，则执行步骤310；

[0058] 步骤303：若Bk＞PW，则执行步骤304，否则，执行步骤302；

[0059] 步骤304：在矩阵 中寻找具有最大值的元素 其中l＝1，2，...，n；

[0060] 步骤305：计算资源单价 其中函数p()为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

[0061] 步骤306：如果 则执行步骤307；否则，如果Bk-PW

≥p(1)(a+bp(1))，则执行步骤308；否则，执行步骤302；

[0062] 步骤307：令 执行步骤

309；

[0063] 步骤308：令 执行步

骤309；

[0064] 步骤309：令 将用户i并入入选者集合中：W＝W∪{i}，执行步骤303；

[0065] 步骤310：返回入选者集合W，感知时间矩阵ST，以及支付额矩阵P，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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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在步骤306中，基于供需关系的资源定价函数p()的执行流程如图3所示，计算步骤

为：

[0067] 步骤401：设 为任务k对用户i的资源需求， 为用户i对任务k的资源供应，α，β，

a，b是常量，其中α＞a，b＞0，β＞0，则有：

[0068]

[0069]

[0070] 步骤402：令 得到均衡价格

[0071] 步骤403：设在感知时间 时刻，资源价格的变化正比于超额需求，则有公式3，其

中 为正自然数集合，h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

[0072]

[0073] 步骤404：将公式1和公式2代入公式3，得到公式4，其中λ＝(b+β)h＞0，h是一个大

于0的常数， 为正自然数集合；

[0074]

[0075] 步骤405：解公式4，得到公式5所示的定价函数，其中 为正自然

数集合。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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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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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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