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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Ｇ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Ｖ）排队系统的均衡止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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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单重休假Ｇｅｏ／Ｇｅｏ／１排队系统，研究顾客的均衡止步策略。首次将休假服务
机制引入到离散时间排队经济学模型中．顾客基于“收入一支出”结构，自主决定去留．利
用拟生灭过程理论，运用差分方程求解技巧，对系统进行了稳态分析，得到了顾客的平均逗
留时间；进而构造适当的函数，给出了寻找均衡止步策略的具体方法并证明之；而后分析了
在均衡策略下，系统的稳态行为和社会收益；最后通过数值实验讨论了系统参数对均衡行为
的影响．
关键词排队经济学，纳什均衡，预期净收益，拟生灭链，差分方程，稳态分布，均衡止
步策略，社会收益
中图分类号Ｃ１２２６
数学分类号９０８２２，６０Ｋ２５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ａｌ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Ｖ）ｑｕｅｕｅ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Ｕ

Ｗｅｉｑｉｌ，２

ＭＡ Ｙａｎ２

ＬＩ Ｊｉｈｏｎ９１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ａｌ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ｉ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 ｑｕｅ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ｅｏ／１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ｅｕｅ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ｄｅｃ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ｂａｌ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ｃｏ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ｓｉ—ｂｉｒｔｈ—ｄｅａ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ｄｉｆｉｅｒｅ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ｗｅ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ｓｏｊｏｕｒ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ｎ

ａｒｒｉｖ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Ｔｈｅｎ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ａｌ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ｉ－
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ｉａ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ｅｕｅｓ，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ｎｅ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ｑｕａｓｉ—ｂｉｒｔｈ—
ｄｅａｔｈ ｃｈ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ａｌ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ｌｃａｔｉｏｎ ０２２６
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ｌｃａｔｉｏｎ ９０８２２，６０Ｋ２５

２０１１年９月９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１０ＹＪＣ６３０１１４，０７ＪＡ６３００２７），博士后研究项目（９２１６９）．
１．山西大学管理学院，太原０３０００６；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山西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太原０３０００６；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ｔ通讯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万方数据

ａｕｔｈｏｒ

刘维奇，马琰，李继红

０

引

１６卷

言

近年来，对排队系统进行经济分析，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方面的工作是
由Ｎａｏｒ【１】与Ｅｄｅｌｓｏｎ和Ｈｉｌｄｅｂａｎｄ［２】开创的．他们建立的经济分析框架中，顾客拥有决
策权，可以根据掌握的信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决定．这一观点不同于以往研究排队

系统的传统观点：即顾客没有决策权，即使系统中存在一些动态控制，也是服务机构做
出调整后，顾客直接被动接受．但是，这种研究框架能更好地模拟真实的排队系统．由于
系统模型本质上是顾客之间的博弈，从而寻找均衡策略就成为研究的首要问题．
研究早期，文献ｆ１－２１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收入一支出”结构，讨论了怎样管理和

控制Ｍ／Ｍ／１排队系统，得到了顾客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文献【３—４］基于经典排队
系统，将启动时间、中断和维修等特性加入模型，研究顾客的均衡策略．文献［５－６】分别
在优先权、可视排队等条件下，对顾客的均衡门限策略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文献ｆ７１假设
顾客只知道服务时间的部分信息，从顾客是风险中立的和风险规避的两个方面给出了均

衡策略．这一领域的基本结果详见Ｈａｓｓｉｎ和Ｈａｖｉｖ编写的专著【８】．
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排队系统中的策略问题，不仅可以为顾客决策提供优化建
议，而且可以为管理者研究排队系统中的定价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已有的研究都是基于经典排队模型，从未涉及到休假服务机制，直到孙微【９］研究了

不可视Ｍ／Ｍ／Ｉ（ＭＶ）排队的均衡策略．由于引入休假服务机制后，排队经济学模型会变
得复杂，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所以至今还没有其它相关文献问世．另一方面，许多
文献对离散时间休假排队系统进行了研究，如［１０．１１】，但目前还罕有学者对这种模型进行

经济分析．本文把顾客的决策行为与休假排队模式集成在一起，研究Ｇ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Ｖ）
排队的均衡止步策略，首次把休假思想引入到离散时间排队系统的经济分析中．
本文安排如下：第１节描述系统模型，介绍顾客的“收入一支出”结构；第２节根
据拟生灭过程理论，通过求解差分方程【１２ｌ，对系统进行稳态分析；第３节求出顾客的平

均逗留时间，进而引入适当的函数，寻找均衡止步策略并证明之，而后计算在均衡策略
下，系统的稳态分布和社会收益；第４节进行数值实验，分析系统各指标对均衡止步策
略、社会收益的影响．

１模型的描述
考虑Ｇｅｏ／Ｇｅｏ／１离散时间排队系统，顾客到达时，只告知队长信息，不告知服务员
的状态信息（即部分可视）．系统中只有一名服务员，每次只能服务一位顾客，当系统为空
时，服务员立即进行休假．如果休假返回后，系统中有顾客等待，则服务员立即开始为

顾客服务；否则，服务员进入闲期，直到下一位顾客到来，立即由闲期转为忙期．顾客
到达只能发生在ｔ＝竹一，ｎ＝０，１，２，…，到达间隔独立同分布且服从参数为Ｐ几何分布
（０＜Ｐ＜１）；服务的开始与结束均发生在ｔ＝ｎ，ｎ＝０，１，２，…，服务时间独立同分布且服

从参数为卢的几何分布（０＜ｐ＜１）；休假的开始与结束均发生在ｔ＝佗一，他＝０，１，２，…，
休假时间独立同分布且服从参数为０的几何分布（０＜０＜１），即平均休假长度为１／口．到
达间隔、服务时间、休假时间都是相互独立的，且服务规则为先到先服务．为保证系统稳
定，令Ｐ＜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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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Ｑ。表示系统在ｔ＝ｎ＋时的顾客数，按上述约定，在ｔ＝ｎ＋时完成服务离去的顾
客不再计入Ｑ。．记

厶＝｛：：：三：：嚣柔曩釜季笙嚣蓑套
则｛Ｑ。，厶）是一个拟生灭过程．状态（０，１）表示系统处于闲期；状态（岛，１），％≥１，表示
系统处于忙期且其中有ｋ个顾客；状态（ｋ，ｏ），ｋ≥０，表示系统处于休假期且其中有ｋ个
顾客．在部分可视排队中，顾客只知道Ｑ。，不知道厶．Ｑ。＝ｋ，ｋ≥０表示系统处于状态
（惫，０）或者处于状态（ｋ，１）．
我们感兴趣的是，到达顾客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何种情况下进入系统（或止步）是最
优的．为方便描述顾客的决策过程，下面介绍“收入一支出”结构．设顾客在系统中每单
位逗留时间的支出为Ｃ个单位，完成一次服务的收入为Ｒ个单位．为使模型分析有意

义，假设
／１

１＼

Ｒ＞ｆ二＋妄ｌ

Ｃ．

（１）

这一条件保证了当系统为空时，到达顾客承担的由服务时间和休假时间带来的支出
低于完成服务的收入，即预期净收益为正值；否则，预期净收益为负值，当系统为空后，

将不会有顾客进入系统．此外，假设顾客是风险中性的，并且做出决定（加入排队或止步）
’

后，不再反悔．
令Ｂ表示到达顾客的预期净收益，Ｐｒ（Ｊ一＝０ Ｑ一＝％）表示队长Ｑ。＝ｋ时，服务
员处于休假状态的概率．若第七＋１位顾客加入排队，则他的平均逗留时间为

等＋型兰竽型
仃

弘

从而

Ｂ＝Ｒ一掣一生堕掣
“

伊

当预期净收益为正值时，到达顾客才会愿意加入排队．所以，系统中存在门限，当排队顾客
数低于给定值（门限）时，顾客选择进入系统．假设到达顾客服从止步策略（Ｑ。，ｇ。），Ｑ。∈
Ⅳ，％∈［０，１）：若Ｑ。≤Ｑ。一１则进入系统；若Ｑ。＝Ｑ。，则以概率ｑ。进入系统，或以
概率１一ｑｅ止步；若Ｑ。＝Ｑ。＋１，则止步．
基于上述框架，顾客的决策过程实质上是他们之间的对称博弈．设顾客的策略集为Ｓ，

支付函数为Ｆ，在到达顾客的决策瞬间，令Ｆ（ａ，ｂ）表示当此顾客选择策略ａ，而他之前和
之后的其他顾客选择策略ｂ时的支付函数．若对Ｖｓ∈Ｓ，３ｓ。∈Ｓ，满足Ｆ（８。，８。）≥Ｆ（８，８ｅ），
那么我们称８。是一个（对称纳什）均衡策略．事实上，每位顾客的策略都是对其他顾客的

策略的最优反应（纳什均衡的思想）．当所有顾客选择均衡策略时，没有任何单个顾客有
积极性选择其它策略使自己获得更大收益，从而没有顾客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我们
的目标是寻找均衡的（Ｑ。，ｑ。）止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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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分析

顾客基于“收入一支出”结构，根据预期净收益情况进行决策．由（２）知，我们需要
首先求解系统的稳态分布，得到Ｐｒ（Ｊ一＝０ Ｑ一＝后）．
｛Ｑ。，厶）的状态转移图如下，其中状态空间Ｑ＝｛（角，Ｊ）１ ０≤ｋ≤Ｑ。＋１，Ｊ＝０，１）．
以下规定，对任意实数ｚ∈（０，１），记虿＝１一ｚ．

８ ｐ

ｅｐ

８ｐｑ，

圈１（Ｑ。，ｑ。）止步策略下的状态转移图

转移概率矩阵：Ｐ＝

ＢＤ

Ａ０

Ｂｌ

Ａ１

Ｃ

Ｂ２

Ａ
．．

Ｃ１
．．

．．
．

Ｂ２

．

Ａ１

Ｃ１

Ｂ２

Ａ２

Ｃ

Ｂ３

Ａ

Ｂ。＝［言 害］， Ａ。＝［２ ７］，
Ｂ－＝［品：］， Ａ·＝［字 ，一著一ｐ卢］， ｃ，＝［２ 竺］，

叫：升忙［警。一嚣卿］】ｃ。＝降斟
耻［：斗缸［－ａ
Ｉｒｋｊ＝Ｐ（Ｑ＝ｋ，Ｊ＝Ｊ），（惫，Ｊ）∈Ｑ，
。ｉｒｋ＝（７ｒｋＯ，仉１），０≤ｋ≤Ｑｅ＋１，

７ｒ＝（＂ｆｒｏ，＂ｆｆｌ，…，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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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拟生灭过程的平稳条件７ｒ卢＝７ｒ，我们得到以下方程组：
７ｔ００＝印丌ｏｏ＋ｐｍｒ，，，

７ｒ％ｏ＝动啊ｋ—１．ｏ＋历ｐｌｒｋｏ，ｋ＝１，２，…，Ｑｅ一１，
７叼。，０＝Ｏｐ７ｒＱ。一１，０＋卯蜀ｉ７ｒｏ。，０，
７ｒＱ。＋ｌ，０＝Ｏｐｑｅ７ｒＱ。，０＋ｐ７ｒＱ。－Ｉ－１，０，

７１＂０１＝印丌００＋却‘０１，

７１＂１１＝ＯｐＴｒｏｏ＋ｐ＇ａ＇ｏｌ＋印听１０－Ｉ－（１一Ｐ—ｇ—ｐｐ）Ｔｈｌ＋阳丌２１，

７ｆｋｌ＝ＯｐＴｒｋ一１．０＋ｐ＿丌七一１，１＋８ｐＴｒｋｏ＋（１一面一阳）７ｒ≈１＋Ｐｌ』ｒｃｋ＋１，１

＠ ∞＠ｐ＠ｐ 、Ｊ ｌ，、Ｊ 、，

惫＝２，３，…，Ｑ。一１，

丌Ｑ。，１＝印№。一１，０＋ｐ砒。一１，１＋啊ｉ哟。，０＋（１一强万一融）№。，ｌ＋ｐ叼。＋ｌ，１，（１０）
哟。＋１，ｌ＝Ｏｐｑｅ７ｒＱ。，ｏ＋Ｐｑｅ＿丌Ｑ。，１＋＆ｒＱ。＋１，ｏ＋－丌ｏ。＋１，１．
由（３）得：

（１１）

１一筋

７ｒｌｌ

２—＝一＂／１＂００·
ｐｐ

．

由（４）得：

一（嵩）‘‰㈦忍…恕乩

由（５）得：

他’０

由（６）得：

叼删＝字‰。．

自（７懈

２赢叼ｃ。１’０’
ｐ口

一害彻．

由（９）可知｛７ｒｋｌ ｋ＝１，２，…，Ｑ。｝是如下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差分方程的解：
爹／ｔｙｋ＋ｌ—ｐ芦＋芦ａ）ｙｋ＋ｐ－ｆｉｙｋ一１＝一印丌ｋ一１，０一卯听ｋｏ

：一鲁（禹）‘彻小２，。，…恕乩㈣，
根据此类差分方程的求解技巧，以下只考虑常规情形，假设舞≠南，特殊情形可
以通过取极限逼近得到．
（１２）的齐次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

融！，２一∽＋阳）耖＋ｐ－＝０，
根为１、舞．从而，齐次差分方程
Ｐ＃Ｙｋ＋１一（ｐ万＋融）挑＋Ｐ－ｆｉＹｋ一１＝０
的通解为

弧一Ⅵ（嚣）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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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１２）的非齐次部分是关于』１－。Ｏ－ｐ成几何倍数增长的，所以其特解为坑＝Ｆ（冬）。，

代入（１２）得：Ｆ＝鹄丌００．故原差分方程（１２）的通解为：

舻肼＋Ｅ（嚣）２＋Ｆ（禹）２止Ⅵ，…恕
当ｋ＝１，２时，有以下方程组，
Ｄ ＋ Ｅ

Ｄ ＋ Ｅ

，● ●，、Ｉ●Ｌ

（曩）
（嚣）

Ｆ

—

ｎ

Ｇ＜ 鞫旦帅 ｌ、Ｊ

＝

由盛
咖塑

Ｌ溉 劢河、Ｊ一１

崭 生酽一

７ｒ００．

由于求解过程复杂，我们通过Ｍａｔｌａｂ编程求得：

。一ｏ，Ｅ＝（箬一蒜）咖．
故

铂＝降蒜）（荔）‘＋（蒜）（高）。卜㈦忍…恕．
然后

由 ｑＤ

射 Ⅵ ｌＩ 得唑ｐ

可Ｐ． Ｇ ∞劢面晒雨坠也

蒜卜

（扩＋（警（壤）ｐ－；疆－卜ｔｋＴｍ砀Ｔ、ｓ）

．Ｊ一—＃－ｆｉ（Ｐｑｅ－Ｐ—）－ ｆｉＰ２ｑｅ （象一蒜）ｆ，ｔ，堕Ｆｖ、／仉

最后，由正规化条件＂ｗｅ＝１，可计算出＂ｉＴ００的表达式；

知。＝［一＋字（鲁＋警）（去）仉卜埘
ｐ（－ｄｐ２＋０２ｐ＋ｏｐ）
ＵｔＵ—ｐＪ

＼砸

印一面／

至此，我们得到了在（仉，口ｅ）止步策略下，Ｃ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Ｖ）排队系统的稳态分布．

３均衡止步策略
基于系统的稳态分布结果，由

…
Ｐｒ（厂＝ＯｌＱ一＝七）２赢ｐ鬲＇／ｒｋｏｋＯ丽，七＝１＇２＇．．，，Ｑｅ＋１
。”＋筇忌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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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嘉一蒜）（警）七＋（蒜）７＿ｌ’
磊一一，Ｉ—■ｆ
所∽一：ｏ旧一钮扣［Ｈ紫０（淫一蒜７７）（警）仉
ｎ∽一：０ＩＱ－＝ｋ，２

＋勋＼＼痢

【

Ｊ

＋（葛））ｒ
＼、印一万／／／／Ｊ

ｃ１５，
（）

’

州厂＝０旧一钿ｅ＋１）２［１＋型鬻（馐一蔼）（坠－，ｚ７轨ｉｐＯ
【

仉
０

＋秽ｐ＼＼施劢ｊ¨一

‘

＋＼１印１－一审声／］）＋与］一１．
＼印一声／／’“万｝

（１６）
（）

。

从而毫亨霎竺三鎏篓坠章譬：。．璺客的平均逗留时问宁＋旦业专掣便得到了．

教．为了方便寻找均衡止步策略，由（２）及上面得封爵平均逗留爵问，茹；弱釜÷列函

ｍ圳一了Ｃ（ｋ ４－１）一种而（（嘉一蒜）（警）七－１＋－ｇｐｘ

～。

＋、、（印１－一ａ万／１）］，ｚ∈【０）ｌ Ｊ，詹∈Ｎ．

（１７）

吲牡吣’麓：－罗』０［１＋（塞一蒜）（警）。
Ｊ’＼力百融ｔ／ｌ———芫＿Ｊ

ｐ

一。

＋（蔼）ｒ…．

（１８）

ｏ—≯】
吲啦ｍ’麓：掣』０［，＋志０－４－（（嘉ｌｉｉ７一蒜）（警）七
ｐ

Ｊ‘。丽Ｉ

ｌ～一不■＝Ｊ ｌ

＋（锷））ｒ…．
＾ｕ

“一～㈣，

ｃ。，＝丑一万Ｃ一菩（，＋嘉）一１＞。，

似ｏ，＝冗一石Ｃ一万Ｃ（－＋志嘉）～＞。，
七｜．ｉｒａ。。＾ｕ（七）２芒恐＾Ｌ（詹）＝一∞．
从而，存在ｋｕ使得

＾ｕ（啪ｕ（１），切（２），…，幻（幻）＞ｏ，＾ｕ（幻＋１）≤ｏ．
万方数据

（２０）

刘维奇，马琰，李继红

１６卷

由于对每一个固定的ｋ，ｈ（ｋ，ｚ）是关于ｚ的增函数（可以证明ｚ的系数大于０），于是
ｈＬ（ｋ）≤ｈｕ（ｋ），ｋ＝０，１，２…．特别地，
ｈＬ（ｋｕ＋１）≤ｈｕ（ｋｖ＋１）≤０．

又因为ｈＬ（ｏ）＞Ｏ，ｈＬ（ｋｕ＋１）≤０，故存在ｋＬ≤ｋｕ满足
ｈＬ（ｋＬ）＞０，ｈＬ（ｋＬ＋１），…，ｈＬ（ｋｕ），ｈＬ（ｋｕ＋１）≤０．

（２１）

定理１在部分可视Ｇ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Ｖ）排队系统，到达顾客服从止步策略（Ｑ。，％）：
若Ｑ。≤Ｑ。一１，则进入系统；若Ｑ。＝Ｑ。，则以概率ｑ。进入系统，或以概率１一口。止
步；若Ｑ。＝Ｑ。＋１，则止步．如下所述的（Ｑ。，ｑ。）止步策略是均衡的．

当砣＝ｋｕ时，存在唯一均衡止步策略，Ｑ。＝ｋＬ＋１，ｑｅ＝ｏ；
当ｋＬ＜ｋｕ时，存在多个均衡止步策略，Ｑ。＝ｋＬ＋１，…，切，

１

ｑｅ。＿
Ｕｐ

口十动

Ｉ

７

ｃ

（象一蒜）（警）吼＋（蒜）¨一掣）

—１

ｌ—ｐ

１

证明假设顾客到达时系统中有ｋ位顾客：
（Ｉ）当ｋＬ＝ｋｖ时，Ｑ。＝ｋＬ＋１＝ｋｕ＋１，ｑｅ＝０．
１）若ｋ≤Ｑ。一１，由（２），（１４），（１８）和（２０）可得，此顾客的预期净收益：

…一掣一印（嘉一蒜）（警）‘＋（蒜）］。１
＝ｈｖ（ｋ１＞０．

从而，顾客选择加入排队．

２）若ｋ＝Ｑ。，由（２），０５），（１８）和（２０）可得，此顾客的预期净收益：

…一一Ｃ（Ｑｅ＋１）一讣＋¨ｅ＋－－玩－ｇ旧７云蔼）（警）仉＋（蒜））］ｑ
一一Ｃ（Ｑｅ＋１）一讣＋（象一蒜）（警）仉＋（蒜）］。
＝ｈｕ（Ｑ。）≤０．

从而，顾客选择止步，即ｑｅ＝０，故系统中不会出现ｋ＝Ｑ。＋１．

（ＩＩ）当ｋＬ＜ｋｖ时，对任意的Ｑ。∈｛ｋＬ＋１，…，ｋｖ｝，ｑｅ是ｈ（Ｑ。，ｚ）＝０的唯一根．
因为ｈ（ｋ，ｚ）是ｚ的连续函数，并且ｈＬ（Ｑ。）ｈｕ（Ｑ。）＝ｈ（Ｑ。，Ｏ）ｈ（Ｑ。，１）≤０，所以ｑｅ是一
个概率．当ｑ。＝１时，（Ｑ。，１）策略即为（Ｑ。＋１，０）策略，故以下仅对ｑ。∈ｆ０，１）进行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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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若七≤ｑｅ一１，由（２），（１４），０ｓ）和（２０）可得，此顾客的预期净收益：

肚肛掣一印（嘉一蒜）（警）七＋（蒜）７＿ｌ
。

＝ｈｖ（ｋ１＞０．

从而，顾客选择加入排队．
２）若后＝Ｑｅ，由（２），（１５）和（１７）可得，此顾客的预期净收益：

肚：：：掣一种ｅ‰＋－－－ｇ／降蒜）（警）吼＋（蔼））］＿ｌ
一川

‘

＝＾（Ｑ。，乳）＝０．

。………”１’一”。７托ｎｎ肥
釜蓦矗顾客对加入排队还是止步是中立的，特别地，由均衡的思想知，以概率ｇｅ进入是
理想的．
。１””““姐八繇巩’
Ｈｎ。兰。，雪囊－吼，则丑＜ｏ，不能达到均衡；若蠢＞纯，则Ｂ＞ｏ，顾客愿意进入系统，
“…一

即玩＝１∈ｆｏ，１）．

３）若露＝仇＋１，由（２），（１６），（１９）和（２１）可得，此顾客的预期净收益：

…一≯～跏荔镑（（嘉一蔼）（警）仉＋（蔼））
７

护１一上

加Ｊ
＜

兄

』

～

Ｃ一伊

＝

Ｒ

』

～

Ｃ一伊

＜

＝

Ｒ

圯

ｃ～

篓ｐ羔

～

Ｃ一护

‰

＋
＋

０¨／，＼＋

＋

十

粼之帅上帅

二ｊＩ晒坠鲫坠跗

１●，●，ｆＩ●Ｊ

卜一盼，＋

辩翱㈢ 荆磐潜 孙噼噼
阱
＋

Ｐ／堕；塑． ｊ士ｐＪ—，

。＋

＼●／Ｊ一．ｕ 一一筇ｊＩ叫一印ｆｌ弘

从而，顾客选择止步．
所以，定理所述的（Ｑ。，％）止步策略是均衡的．

，ｎ挚：热主怎翟妻。，衡策略（Ｑｅ，口ｅ）属于纯门限策略；当砣＜切时，均衡策略
（Ｑｅ，％）属于混合门限策略．

…一。…。””’７闪爪叼

命题２在部分可视ＧｅＤ／Ｇｅｏ／ｌ（Ｅ，ｓｖ）排队，顾客服从均衡止步策略（Ｑ，ｇ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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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态概率｛７Ｉ－ｋｌＯ≤ｋ≤矾＋１）如下：

丌ｏ＝（·＋害）丌ｏｏ，

一［（曩一蒜）（荔）。＋志（禹）‘卜…忍……
他＝［（嚣一蒜）（轳＋（蒜＋＿ｅ＋驯ａｐ、＼（高）仉卜

７１－Ｑｅ＋１：［警（墨一蒜）（扩＋（蒜（孥＋警）
＋警（蒜））（高）矾卜
注：７１＂００见（１３）式，７ｒｋ＝９ＴｋＯ－４－＂／ｒｋｌ，ｋ＝０，１，２，…，Ｑｅ＋１．

由ＰＡＳＴＡ性质，在部分可视的Ｇ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Ｖ）排队，到达顾客的止步概率为：
７ｒＱ。（１一ｑｅ）＋７ｒＱ。＋１，

因此，单位时间的均衡社会收益：

一ｍ…吨，－－７ｒＱｅ＋１肛ｃ（篆七矾）．
４

数值实验

前面我们得到了均衡止步策略（Ｑ。，ｑ。）和单位时间的均衡社会收益ＳＢ，下面分析它
们对系统参数的敏感性．不失一般性，假设顾客每单位逗留时间的支出Ｃ＝１．图２一图
４给出了Ｑ。，ｑｅ，ＳＢ关于参数Ｒ，Ｐ，０的变化情况．

囝２关于参数Ｒ的变化图（ｐ＝Ｏ．９；０＝０．１；ｐ＝０．５；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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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基于Ｇｅｏ／Ｇｅｏ／ｌ（Ｅ，Ｓｙ）排队系统的均衡止步策略

７５

图３关于参数Ｐ的变化图（ｐ＝ｏ．９；０＝ｏ．１；Ｒ＝１５；Ｃ＝１。）

＾ｇ宣ｊ暑２ｌ｛

图４关于参数口的变化图（＿‘‘＝０．９；ｐ＝Ｏ．５；Ｒ＝１５；Ｃ＝１．）

我们发现门限端点砣＋１，切随着Ｒ，Ｐ，ｐ的增大而呈增长趋势，当参数在一定范围
内变化时，门限保持不变．进入概率ｑ。（ｋＬ＋１），ｑｅ（ｋｖ）随着Ｒ，Ｐ，目的增大而起伏变化；当
门限端点取拐点处的值时，对应的进入概率取到极值．此外，均衡社会收益ＳＢ的图像与
门限的增长趋势大体相似，受进入概率的影响较小．事实上，这些结论在Ｍ／Ｍ／１／ＳＶ排
队中也是成立的，因为连续时间情形可视为离散时间排队的极限．在此由于篇幅限制，
对连续时间排队的分析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展现．

在图２中，随着冗的增大，门限端点值基本呈线性增长，只在某些小范围内保持不
变．

当门限值增大时，进入概率增大；当门限值不变时，进入概率减少．这是容易理解

的：由于顾客完成一次服务的收入增多，更多的顾客愿意加入排队，所以门限增大的同
时进入概率也增大了．当门限持平不变时，虽然收入增多，但是却没有更多的顾客加入
排队，到达顾客会产生对系统的负面猜测，模仿其他到达顾客的止步行为，故进入概率
减少．虽然进入概率起伏变化，但是社会收益受门限的影响较大，仍呈现出了线性增长
趋势．在图３．ａ和图４．ａ中，一方面，门限变化图象的某些部分札＋１＞ｋｕ，即虹＝ｋｖ，

此时ｑ。（ｋＬ＋１）＝０，ｑ。（ｋｖ）不存在并且ＳＢ（ｋｖ）＝ｏ；另一方面，门限持平的区间较多，说
明门限值对到达率ｐ和休假率移的敏感性低于完成服务的收入冗的敏感性．在图３中，
当到达顾客增多时，若门限增大，则进入概率增大；若门限不变，则止步的顾客增多，故
进入概率减少．社会收益随着Ｐ的增大而先增后减，这是因为：门限较小时，系统不拥
挤，顾客的逗留支出较少，社会收益不断增多；门限增大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变得拥挤，
顾客的逗留支出变大，社会收益有所减少．在图４中，当休假率ｐ增大时，到达顾客的
平均等待休假时间减小，从而逗留损耗减少，故进入系统的门限增大，社会收益也随之
增长；当口增大到一定值时，平均等待休假时间的变化很小，门限值趋于平稳，此时社
会收益只有微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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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基于单重休假Ｇｅｏ／Ｇｅｏ／１排队，研究顾客的均衡止步策略，提供了一种寻找均

衡策略的算法，并给出了在均衡止步策略下，系统的稳态分布和均衡社会收益．首次将休
假机制引入到了离散时间排队经济学模型中，为系统的最优化设计和运行控制提供了极
大的灵活性．系统的决策主体是顾客，突破了以往只注重服务机构单方面行为的局限，
得到的均衡策略可以指导顾客采取优化的排队决策，减少排队损耗．同时，研究结果可以

为管理者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和优先权分配机制提供有利的理论参考，帮助管理者优化
系统设计，最大化自身收益或社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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