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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eo／Geo／l(E，SV)排队系统的均衡止步策略

刘维奇·，。 马琰2 李继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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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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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at the vacation polic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conomics of the discret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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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 appropriate functions，we provid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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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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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matics Subject Classiflcation 90822，60K25

收稿日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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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万方数据



刘维奇，马琰，李继红 16卷

0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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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

等+型兰竽型弘 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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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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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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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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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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由(3)得：

由(4)得：

由(5)得：

由(6)得：

1一筋
7rll 2—=一"／1"00·

pp
．

一(嵩)‘‰㈦忍⋯恕乩
p口

他’0 2赢叼c。1’0’
叼删=字‰。．

自(7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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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解为

P#Yk+1一(p万+融)挑+P-fiYk一1=0

弧一Ⅵ(嚣)七．

、J、J、l，、J、，、J、，@@∞@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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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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曩)
(嚣)

由于求解过程复杂，我们通过Matlab编程求得：

故

。一o，E=(箬一蒜)咖．

7r00．

铂=降蒜)(荔)‘+(蒜)(高)。卜㈦忍⋯恕．

(扩+(警(壤)p-；疆-卜tkTm砀T、s)

最后，由正规化条件"we=1，可计算出"iT00的表达式；

知。=[一p(-dp2+02p+op) ．J一—#-fi(Pqe-P—)--fiP2qe
UtU—pJ (象一蒜)f，t,堕Fv、／仉＼砸 印一面／+字(鲁+警)(去)仉卜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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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酽一生崭、J一1劢河L溉
咖塑由盛n

=

l、J鞫旦帅G<

F

—

E

E

+

+

D

D

，●●●●●●，、I●●●L

蒜卜晒雨坠也∞劢面
得唑p

G可P．

D

lI

q

Ⅵ

由

射

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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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一：0IQ-=k，2 fl+(嘉一蒜)(警)七+(蒜)7_l’
所∽一：o旧一钮扣[H紫0(淫一蒜77)(警)仉【 +勋＼＼痢 磊一一，I—■f J

+(葛))r c15，＼、印一万／／／／J
’ ()

州厂=0旧一钿e+1)2[1+型鬻(馐一蔼)(坠-,z7轨ipO 0

仉

【 +秽p＼＼施劢j¨一
‘

+＼1印1-一审声／])+与]一1． (16)＼印一声／／’“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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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詹∈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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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蔼)r⋯．
一。

(17)

(18)

吲啦m’麓：掣』0[，+志0-4-((嘉lii7一蒜)(警)七p J‘。丽I l～一不■=J l o—≯】
+(锷))r⋯． “一～㈣，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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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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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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象一蒜)(警)吼+(蒜)¨一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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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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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乳)=0．

‘ 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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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7托nn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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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玩=1∈fo，1)． “⋯一 。1””““姐八繇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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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1一上

7

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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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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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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单位时间的均衡社会收益：

4 数值实验

7rQ。(1一qe)+7rQ。+1，

一m⋯吨，--7rQe+1肛c(篆七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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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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关于参数P的变化图(p=o．9；0=o．1；R=15；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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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宣j暑2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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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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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