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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包

括：基于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通话信令，计算用

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并构成每个用户的通话特征

指标向量，同时，提取和用户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通话关系的联系人作为用户的直接邻居，构成每

个用户的直接邻居组；构建、并训练识别诈骗号

码的图嵌入神经网络，其输入是目标用户和多个

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出是标识目标

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诈骗号码的标签信息；将待

识别的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

标向量输入训练后的图嵌入神经网络，然后根据

输出判断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诈

骗号码。本发明属于信息技术领域，能基于诈骗

电话“多点—点”的通联关系结构模式来实现诈

骗号码的精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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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步骤一、基于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通话信令，计算每个用户的多个通话特征指标，并由

每个用户的所有通话特征指标构成每个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同时，提取和用户在一

段时间内存在通话关系的联系人作为用户的直接邻居，由每个用户的所有直接邻居构成每

个用户的直接邻居组；

步骤二、构建、并训练识别诈骗号码的图嵌入神经网络，所述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入是

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出是标识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诈骗

号码的标签信息，所述关联用户是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或不是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

步骤三、将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入训练后的图嵌

入神经网络，然后根据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判断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诈骗

号码,

步骤二所构建的图嵌入神经网络包含有嵌入层、K个隐藏层和输出层，当输入目标用户

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时，其计算过程如下：

步骤1、将输入的所有关联用户构成一个关联用户组，并为输入的目标用户构建K个邻

居用户组：Z1、Z2、…、ZK，其中，Z1、Z2、…或ZK分别是目标用户的第1、2、…或K阶邻居用户组；

步骤2、将k设置为1，根据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组，从关联用户组中挑选出目标用户的

所有直接邻居作为目标用户的第1阶邻居用户，并将所有第1阶邻居用户添加到目标用户的

第1阶邻居用户组中；

步骤3、将所有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经过图嵌入神经网络的嵌入层来获得各自初

始的嵌入向量；

步骤4、根据目标用户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中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目标用

户的嵌入向量，然后将更新后的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最后一个隐

藏层中，最后将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更新为最后一个隐藏层的输出向量；

步骤5、将更新后的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层，从而获得图

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值，所述输出值即是目标号码是否是疑似诈骗号码的标签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的通话特征指标包括：呼叫频次、

被叫号码数、离散度、忙时率、通话间隔平均值、呼叫间隔平均值、通话时长平均值、振铃时

长平均值、未接通振铃时长平均值、接通率、被叫释放率、主叫类型、被叫类型、主叫地区、被

叫地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和3之间还包括有：

步骤A、将k加1，然后判断k是否小于或等于K，如果是，则从目标用户的第k-1阶邻居用

户组中逐一提取每个第k-1阶邻居用户，并将每个第k-1阶邻居用户在关联用户组中的所有

直接邻居添加到目标用户的第k阶邻居用户组中，当提取完所有第k-1阶邻居用户后，转向

步骤A；如果否，则转向步骤3，

步骤3和4之间还包括有：

步骤B1、将k减1，然后判断k是否大于1，如果是，则继续步骤B2；如果否，则转向步骤4；

步骤B2、从目标用户的第k阶邻居用户组中逐一提取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并根据每个

第k阶邻居用户在第k+1阶邻居用户组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每个第k阶邻居用

户的嵌入向量，然后将更新后的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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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K-k个隐藏层中，最后将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的嵌入向量更新为第K-k个隐藏层的输出向

量，当提取完所有第k阶邻居用户后，转向步骤B1。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或B2中，根据目标用户或每个第k

阶邻居用户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或第k+1阶邻居用户组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目

标用户或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的嵌入向量，进一步包括有：

步骤C1、将目标用户或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和其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或第k+1阶邻居用

户组的每个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拼接成一个用户-邻居特征指标向量，然后计算目标用户

或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和其每个直接邻居之间的相关度：f(di ,dj)＝σf(Wf[di:dj]+bf)，其

中，f(di,dj)是用户i和其第j个直接邻居之间的相关度，di、dj分别是用户i、用户i的第j个

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di:dj]是di和dj拼接后的用户-邻居特征指标向量，σf是非线性激活

函数，Wf是线性转换矩阵，bf是偏置向量，σf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而设置，Wf和bf通过步骤二对

图嵌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而获得；

步骤C2、计算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的每个直接邻居对其特征更新的贡献值：

其中，aij是用户i的第j个直接邻居对用户i特征更新的贡献值，N是用户i的

直接邻居数，dt是用户i的第t个直接邻居，当t＝0时，dt是用户i的嵌入向量；

步骤C3、更新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 其中，di'

是更新后的用户i的嵌入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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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属于信息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通信信息诈骗技术防范工作不断深入，传统的电话诈骗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遏制，但是犯罪团伙正在用复杂多变的手法开展新型诈骗。新型诈骗一般以团伙作案

为基础，通常利用号码篡改，伪装等方式，针对特定个体展开有套路、有剧本的精准诈骗活

动。在此过程中，典型的诈骗电话“点—多点”通联图转变为“多点—点”的通联关系，多点通

联诈骗甚至跨境实施，单一国际关口的监测都无法还原欺诈模式的变化，这类欺诈活动通

常会造成重大损失，具有极高的社会危害性。

[0003] 面对这种稀疏、跨境融合的电话通联关系，传统的模板匹配、信令统计分析和单纯

国际关口监测等针对单点欺诈呼叫行为检测的技术手段效果甚微，因此，如何基于诈骗电

话“多点—点”的通联关系结构模式来实现对诈骗号码的精准识别，已成为技术人员急需解

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能基于诈

骗电话“多点—点”的通联关系结构模式来实现对诈骗号码的精准识别。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包括有：

[0006] 步骤一、基于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通话信令，计算每个用户的多个通话特征指标，

并由每个用户的所有通话特征指标构成每个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同时，提取和用户

在一段时间内存在通话关系的联系人作为用户的直接邻居，由每个用户的所有直接邻居构

成每个用户的直接邻居组；

[0007] 步骤二、构建、并训练识别诈骗号码的图嵌入神经网络，所述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

入是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出是标识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

诈骗号码的标签信息，所述关联用户是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或不是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

[0008] 步骤三、将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入训练后的

图嵌入神经网络，然后根据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判断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

诈骗号码,

[0009] 步骤二所构建的图嵌入神经网络包含有嵌入层、K个隐藏层和输出层，当输入目标

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时，其计算过程如下：

[0010] 步骤1、将输入的所有关联用户构成一个关联用户组，并为输入的目标用户构建K

个邻居用户组：Z1、Z2、…、ZK，其中，Z1、Z2、…或ZK分别是目标用户的第1、2、…或K阶邻居用户

组；

[0011] 步骤2、将k设置为1，根据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组，从关联用户组中挑选出目标用

户的所有直接邻居作为目标用户的第1阶邻居用户，并将所有第1阶邻居用户添加到目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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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第1阶邻居用户组中；

[0012] 步骤3、将所有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经过图嵌入神经网络的嵌入层来获得各

自初始的嵌入向量；

[0013] 步骤4、根据目标用户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中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目

标用户的嵌入向量，然后将更新后的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最后一

个隐藏层中，最后将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更新为最后一个隐藏层的输出向量；

[0014] 步骤5、将更新后的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层，从而获

得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值，所述输出值即是目标号码是否是疑似诈骗号码的标签信息。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方法基于现有的人工神经网络，使用目

标用户自身的特征信息和网络中与其发生通话关系的用户(即直接邻居)的特征信息，训练

一种实时的识别诈骗号码的图嵌入神经网络，从而达到对诈骗号码的精准识别；本发明进

一步利用注意力机制，通过计算邻居和目标用户之间的相关度来获取不同直接邻居对目标

用户的特征更新的贡献值，从而能根据各个直接邻居的贡献值来调整目标用户的嵌入向

量；针对跨境实施的诈骗电话，由于可获得的目标用户特征信息较少，本发明为目标用户构

建K个多阶邻居用户组，并通过各阶邻居用户的特征来计算获得目标用户的特征信息，从而

能充分利用诈骗电话这种“多点—点”的通联关系结构模式，为识别诈骗号码提供有效数据

依据。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的流程图。

[0017] 图2是当输入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时，本发明所构建的

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计算过程流程图。

[0018] 图3是图2步骤6或7中，根据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在第k+1阶邻居用户

组(或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

用户)的嵌入向量的具体操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

的详细描述。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基于图嵌入的诈骗号码识别方法，包括有：

[0021] 步骤一、基于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通话信令，计算每个用户的多个通话特征指标，

并由每个用户的所有通话特征指标构成每个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同时，提取和用户

在一段时间内存在通话关系的联系人作为用户的直接邻居，由每个用户的所有直接邻居构

成每个用户的直接邻居组；

[0022] 步骤一中的通话特征指标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呼叫频次、被叫号码数、离散度、忙

时率、通话间隔平均值、呼叫间隔平均值、通话时长平均值、振铃时长平均值、未接通振铃时

长平均值、接通率、被叫释放率、主叫类型、被叫类型、主叫地区、被叫地区；

[0023] 步骤二、构建、并训练识别诈骗号码的图嵌入神经网络，所述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

入是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出是标识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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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号码的标签信息；所述关联用户可以是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也可以不是目标用户的

直接邻居；

[0024] 步骤二中，可以从黑白名单中选取多个已确认的诈骗号码和非诈骗号码作为图嵌

入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在训练过程中，图嵌入神经网络可以利用随机梯度下降最小化，对

网络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训练更新，训练后的图嵌入神经网络将以同样的方式来预测未被标

记的目标用户(即待识别的目标用户)，输出待识别的目标用户是否是诈骗号码的标签信

息；

[0025] 步骤三、将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和多个关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输入训练后的

图嵌入神经网络，然后根据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判断待识别的目标用户号码是否是疑似

诈骗号码。

[0026] 如图2所示，本发明所构建的图嵌入神经网络包含有嵌入层(即单层前馈全连接

层)、K个隐藏层和输出层，K的值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而设置，当输入目标用户和多个关

联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时，其计算过程可以如下：

[0027] 步骤1、将输入的所有关联用户构成一个关联用户组，并为输入的目标用户构建K

个邻居用户组：Z1、Z2、…、ZK，其中，Z1、Z2、…或ZK分别是目标用户的第1、2、…或K阶邻居用户

组；

[0028] 步骤2、将k设置为1，根据目标用户的直接邻居组，从关联用户组中挑选出目标用

户的所有直接邻居作为目标用户的第1阶邻居用户，并将所有第1阶邻居用户添加到目标用

户的第1阶邻居用户组中；

[0029] 步骤3、将k加1，然后判断k是否小于或等于K？如果是，则从目标用户的第k-1阶邻

居用户组中逐一提取每个第k-1阶邻居用户，并将每个第k-1阶邻居用户在关联用户组中的

所有直接邻居添加到目标用户的第k阶邻居用户组中，当提取完所有第k-1阶邻居用户后，

转向步骤3；如果否，则继续下一步；

[0030] 步骤4、将所有用户的通话特征指标向量经过图嵌入神经网络的嵌入层来获得各

自初始的嵌入向量；

[0031] 步骤5、将k减1，然后判断k是否大于1？如果是，则继续步骤6；如果否，则转向步骤

7；

[0032] 步骤6、从目标用户的第k阶邻居用户组中逐一提取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并根据每

个第k阶邻居用户在第k+1阶邻居用户组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每个第k阶邻居

用户的嵌入向量，然后将更新后的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

的第K-k个隐藏层中，最后将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的嵌入向量更新为第K-k个隐藏层的输出

向量，当提取完所有第k阶邻居用户后，转向步骤5；

[0033] 步骤7、根据目标用户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中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目

标用户的嵌入向量，然后将更新后的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最后一

个隐藏层中，最后将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更新为最后一个隐藏层的输出向量；

[0034] 当目标用户可获取到的特征信息较少时，可以通过第K、K-1、…、2、1阶邻居用户的

特征来计算获得目标用户的特征信息；

[0035] 步骤8、将更新后的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输入至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层，从而获

得图嵌入神经网络的输出值，所述输出值即是目标号码是否是疑似诈骗号码的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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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将嵌入向量通过图嵌入神经网络的隐藏层，可以将原有的通话特征投射到更紧致

的隐空间。

[0037] 如图3所示，步骤6或7中，根据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在第k+1阶邻居用

户组(或在第1阶邻居用户组)的所有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更新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

标用户)的嵌入向量，还可以进一步包括有：

[0038] 步骤A1、将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和其在第k+1阶邻居用户组(或第1阶

邻居用户组)的每个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拼接成一个用户-邻居特征指标向量，然后计算每

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和其每个直接邻居之间的相关度：f(di,dj)＝σf(Wf[di:dj]+

bf)，其中，f(di,dj)是用户i和其第j个直接邻居之间的相关度，di、dj分别是用户i、用户i的

第j个直接邻居的嵌入向量，[di:dj]是di和dj拼接后的用户-邻居特征指标向量，σf是非线性

激活函数，Wf是线性转换矩阵，bf是偏置向量，σf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而设置，Wf和bf可通

过步骤二对图嵌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而获得；

[0039] 步骤A2、计算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的每个直接邻居对其特征更新的

贡献值： 其中，aij是用户i的第j个直接邻居对用户i特征更新的贡献值，N是

用户i的直接邻居数，dt是用户i的第t个直接邻居，当t＝0时，dt是用户i的嵌入向量；

[0040] 由于一个人拨打的对象不同，因此不能简单的将每个直接邻居都视为同等重要，

本发明基于每个邻居和目标用户之间的相关度来计算不同直接邻居对目标用户的特征更

新的贡献值，从而能根据各个直接邻居的贡献值来调整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

[0041] 步骤A3、更新每个第k阶邻居用户(或目标用户)的嵌入向量： 其

中，di'是更新后的用户i的嵌入向量。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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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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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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