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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决策行为引入排队模型中，以顾客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研究空竭服务、多重休假
Ｇｅｏｍ／Ｇ／１排队模型中顾客的优化止步策略．在不可见排队的前提下，基于“收益一成本”结构，采
取均值分析的方法，构建顾客个人和顾客总体的收益函数，进而，在不同参数范围内，分析并确定出
顾客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完善结论．
关键词休假排队；顾客止步；顾客均衡策略；社会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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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现代社会，管理机构的运行越来越复杂，由于顾客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机构自身服务能力的限制，系统运
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排队等待现象．将现实问题中的服务系统抽象成不同类型的排队模型，采用各种方法给
出相应的性能指标，进而设计系统的合理运作水平，成为排队论的主要研究工作．休假策略是模拟实际系统
运行的一种有效机制，在此机制下，当服务系统中仅有少量顾客或没有顾客时，暂停原有工作，引入一段通常
理解的休假期，在休假期内从事其它工作，以减少资源损耗，降低系统成本．此类休假排队模拟了很多管理机
构和通讯网络的实际运作，研究工作在理论和实际应用领域都取得了丰富成果［１－４ｊ．
多数排队文献［１－－４］都是从传统观点出发研究问题，即顾客本身不做选择，即使存在一些动态控制，也是

服务系统做出变动后顾客被动接受．但随着服务机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顾客在服务中亦有选择的权力．顾
客可以根据掌握的服务机构信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决定是进入机构接受服务，还是离开，去别的服务机
构，因此为了趋于真实的排队系统，有必要从顾客角度出发，探讨顾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可以使自身收益最
大．近年来，这一研究成为一种趋势，在多数已发表的文献中，以顾客的服务收益或成本为出发点，基于“收
益．成本”结构［５】确定决策，顾客可以选择进入或止步，等待或离开，购买优先权或不购买．目前的研究热
点是寻找顾客均衡策略和（或）社会最优策略，前者是从顾客个人利益角度考虑，后者是从顾客整体利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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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１０ＹＪＣ６３０１１４，０７ＪＡ６３００２７）；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２００８３００６）
作者简介：刘维奇（１９６３一），男，汉，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工程和时间序列分析等，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ｗｑ＠ｓｘｕ．ｅｄｕ．ｃａ．

万方数据

第４期

刘维奇，等：基于ａｅｏｍ／Ｇ／１休假排队的顾客止步策略研究

１００７

考虑．

这一研究的开拓工作至少要追溯到Ｎａｏｒ［６］和Ｅｄｅｌｓｏｎ与Ｈｉｌｄｅｒｂｒａｎｄ［引，他们对Ｍ／Ｍ／１排队模型中
的顾客困境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基于简单线性“收益一成本”结构的顾客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这
一领域的更多基本结论可在Ｈａｓｓｉｎ和Ｈａｖｉｖ的综合专著Ｉｓ］上找到．另外，一些学者对各种经典排队模型的
决策问题已经做了探讨，其中Ｈａｖｉｖ与Ｋｅｒｎｅｒ［引，Ｍａｎｄｅｌｂａｕｍ与Ｙｅｃｈｉａｌｉ［１０］是在全可见经典Ｍ／Ｇ／１排队
模型的基础上研究顾客决策问题．然而把休假服务机制与顾客决策结合起来的研究还很少，成为一种新的尝
试，并且更趋近于现实，本文是在服务时间和休假时间都服从一般分布的单服务员排队模型的基础上研究顾
客决策问题，并假定顾客在作决策之前对系统队长及服务员状态都不了解，简称不可见排队．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２节，描述排队模型，引入“收益一成本”结构；第３节，进行均值分析【１１］，得到顾
客的平均延迟，进而给出顾客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第４节，对所得结果进行模拟；第５节给出结论．

２模型描述
首先引入经典Ｇｅｏｍ／Ｇ／１排队模型，顾客到达遵循参数为ｐ（ｏ＜Ｐ＜１）的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过程，到达间隔
ｙ相互独立且服从同一个几何分布

Ｐ（Ｙ＝Ｊ）＝ｐ矿～，Ｊ＝ｌ，２，…，ｏ＜Ｐ＜１，
其中痧＝１一Ｐ，换言之，每一时刻ｎ－（即时刻ｔ＝礼的前夕）顾客以概率Ｐ到达，以概率声无到达，并且不同
时刻的到达行为相互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０，ｎ】内到达的顾客数Ａ。服从二项分布

Ｐ（Ａ。＝歹）＝暖矿矿～，Ｊ＝１，２，…，ｎ．
服务时间Ｂ服从一般分布Ｂ（ｚ），具有有限一、二阶矩，即Ｅ（Ｂ）＜。。，Ｅ（Ｂ２）＜００，其分布、ＰＧＦ（概
率母函数）和均值分别为
ｂｊ＝Ｐ（Ｂ＝Ｊ），Ｊ
Ｇ

Ｚ

＝

Ｅ＠

日

２ １，

』ｆ

∞∑芦

％

Ｚ

ｏ。

ｂ＝Ｅ（Ｂ）＝Ｇｔ（ｚ）ｌ。：１＝∑歹幻
Ｊ＝１

舻丽１，塾肛叭丑…，驯＝群·

记Ｒ口为剩余服务时间，其概率分布和均值分别为

其次在经典Ｇｅｏｍ／Ｇ／１排队模型中，引入空竭服务、多重休假策略，一次休假长度Ｖ是正整数值随机
变量，分布函数为Ｖ（ｚ），具有有限一、二阶矩，即Ｅ（Ｖ）＜。。，Ｅ（Ｖ２）＜。。，其分布、ＰＧＦ和均值分别为
ｖｊ＝Ｐ（Ｖ＝歹），Ｊ

２ １，

ｙ（ｚ）＝Ｅ（ｚｖ）＝∑夕％，
Ｊ＝１

＂

＝

Ｅ 矿

＝ 矿

Ｚ

记Ｒｖ为剩余休假时间，其概率分布和均值分别为

枷。＝丽１荤啪－０，１）２，…，

＝

｜Ｉ

∞∑触

％

即小寄．

本文假设到达间隔、服务时间和休假时间相互独立，采取ＦＣＦＳ（先到先服务）服务原则．
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顾客到达后将采取何种策略，使自身的期望收益最大化．为量化前面提到的“收
益一成本”结构，记顾客接受服务后所得收益为Ｋ，进入系统后单位时间的逗留花费为ｃ（逗留时间包括等待
时间和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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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不等式

Ｋ＞Ｃ（Ｅ［Ｒｖｌ＋Ｅ『Ｂ１）

（１）

成立，当服务员处于休假时，顾客至少需等待剩余休假时间加上自身接受服务的时间．上式确保顾客接受服
务后所得收益超过其预期花费．若（１）式不成立，则当系统为空时，会出现始终没有顾客进入系统的现象，这
是没有研究意义的．
为使结果更合理，另假设不等式
ｐＥ［Ｂ］＜１

（２）

成立，以保证系统最终可达平衡状态．
基于上述假设，分别记策略集为Ｑ，效用函数为Ｆ，令Ｆ（ａ，ｂ）为标定顾客采取策略ａ，而其他顾客选择
策略ｂ时，标定顾客的收益或所得．若对Ｖｑ∈Ｑ，均有Ｆ（ｑｅ，ｑ。）≥Ｆ（ｑ，ｑｅ），则称ｑ。为一个（对称纳什）均衡
策略．事实上，当所有顾客选定的策略形成纳什均衡后构成一个平衡局势，全体顾客中任何一个单方面地改
变自己的策略，只可能使自己的收益下降（或不变），绝不可能使自己的收益增加，在该策略组合中每个顾客
的策略都是对其他人的策略的最优策略反应（纳什均衡的思想）．

３不可见排队
在不可见的前提下，顾客有两个纯策略（离开（记为０）或进入（记为１）），一个随机策略ｑ（以概率ｑ（ｑ∈
（０，１））进入）．如果所有顾客都采取策略ｑ，则顾客的到达过程是参数为ｐｑ的几何分布．
３．１预期逗留时间

为确定哪种策略更合适，首先要明确平均逗留时间的表达式，这里，以顾客均采取策略ｑ的情况给予讨
论．

记三为系统队长，即系统中的顾客数（包括正在接受服务的顾客），Ｊ为服务员的状态（Ｉ∈｛ｏ，１），ｌ：忙
期，ｏ：休假），ｓ为选择进入系统的顾客的逗留时间，Ｐｔ为服务员处于状态ｉ的概率，ｉ∈｛ｏ，１）．
根据Ｌｉｔｔｌｅ公式，有

Ｐｌ＝ｐｑＥ［Ｂ】

（３）

Ｅ［Ｌ］＝ｐｑＥ［Ｓ］

（４）

及

标定一位选择进入系统的顾客，则顾客进入系统后发现服务员处于状态ｉ（ｉ∈｛ｏ，１））的概率为

———■—～２鼽·
ｐｇｐｉ

ＰｑＰｏ十ＰｑＰｌ

若该顾客发现服务员处于休假期，则其逗留时间为服务员的剩余休假时间加上Ｌ＋１个服务时间（顾客
到达时系统队长Ｌ加上自身）．注意：根据ＰＡＳＴＡ性质，标定顾客到达时系统队长Ｌ的分布与任意时间系
统队长Ｌ的分布相同．

若该顾客发现服务员处于忙期，则其逗留时间为正在接受服务的顾客的剩余服务时间加上Ｌ个服务时
间（除正在接受服务的顾客，剩余的Ｌ一１个顾客加上自身）．
由此，得等式
Ｅ［Ｓ】＝ｐｏ（Ｅ［Ｒｖ】＋（Ｅ［Ｌ］＋１）Ｅ【Ｂ］）＋Ｐｌ（Ｅ［ＲＢ］＋Ｅ［Ｌ］Ｅ【Ｂ】）

（５）

由（３）一（５）式及ｐｏ＋Ｐｌ＝１可得：
引理１在不可见Ｇｅｏｍ／Ｇ／１排队模型中，当顾客均采取策略ｑ时，选择进入系统的顾客的平均逗留时
间为

Ｅ【翻＝Ｅ［Ｒｙ］＋ＥｆＢ】＋高Ｅ［ＲＢ】
Ｒｅ（ｑ）＝Ｋ—ｃＥ【吲＝Ｋ—ｃ（Ｅ【ＲＶ】＋Ｅ［Ｂ］＋高Ｅ【ＲＢ］）

（６）

３．２顾客均衡策略

标定一位到达顾客，如果该顾客选择离开，则其收益值为ｏ，如果该顾客选择进入，记其收益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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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９

若Ｒｅ（ｑ）＞０－则顾客选择进入：若Ｒｅ（ｑ）＝０，则选择进入或者离开是无差别的；若Ｒ。（ｑ）＜０，则选择

萨南（卜Ｆ而％‰）

离开．显然．（７）式是ｑ的单调递减函数，因此．有唯一零解虻

且有

㈤

Ⅳ

ｆ

若≤Ｅ［Ｒｖ］＋ＥＩＢ］．

ｑ：≤０，

｛虻∈（０，１），Ｅ［ＲＶ］＋Ｅ［Ｂ］＜万Ｋ＜Ｅ［Ｒｖ］＋Ｅ［Ｂ］＋丁兰暑‰Ｅ［ＲＢ］，
【ｑ：２

Ｅ［ＲＶ］＋Ｅ［Ｂ］＋ｒ兰笨‰Ｅ［ＲＢ］≤菩．

１．

下面确定顾客均衡策略，在此，分三种情况讨论
１、如果（Ｋ，Ｃ）满足

若≤Ｅ［Ｒｌ，］＋Ｅ［Ｂ］，
则对Ｖｑ∈［ｏ，１］．均有Ｒ。（ｑ）≤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概率０进入’是唯一顾客均衡策略．
２、如果（Ｋ，Ｃ）满足

Ｅ［ＲＶ

Ｊ＋Ｅ［ＢＪ＜菩＜Ｅ［ＲＶ Ｊ＋Ｅ［ＢＪ＋ｒ兰专‰Ｅ［ＲＢ］，

由Ｒｅ（ｑ）的单调性知：见（鲑）＝０．当ｑ＜虻时，见（ｑ）＞０．当ｑ＞醛时，硫（ｇ）＜０．根据纳什均衡的思想，
则在这种情况下，。以概率ｑ：进入’是唯一顾客均衡策略．
３、如果（Ｋ，Ｃ）满足

Ｅ［Ｒｖ］＋Ｅ［Ｂ］＋丁兰％‰Ｅ［ＲＢ］≤歹Ｋ，
则对Ｖｑ∈［０．１］．均有见（ｑ）≥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概率１进入’是唯一顾客均衡策略．
综上可得：

定理１在不可见Ｇｅｏｍ／Ｇ／１排队模型中．假设（１）式和（２）式均成立，则’以概率吼进入，是唯一顾客
均衡策略．记ｑ。为
ｑｅ ２

ｆ《， Ｅ［Ｒｖ】＋Ｅ［Ｂｊ＜芸＜Ｅ［Ｒｖ Ｊ＋Ｅ［Ｂ］＋ＱＥ［ＲＢ】
。

１

（９）

ｋ，

【１，

其中篚由（８）式给出，Ｑ＝端．

Ｅ［Ｒｖ］＋Ｅ［Ｂ］＋ｎＥ［ＲＢ］≤芸
。

３．３社会最优策略

对于社会收益者来说，决策问题就变成制定一个随机策略ｑ，使得单位时间的社会收益Ｒ。（ｑ）最大，其中
Ｒ。（ｑ）＝ｐｑＫ—ｃＥ㈦，由（４）式和（６）式得
Ｒｓ（ｑ）＝ｐｑ

Ｋ－Ｃ（Ｅ［ＲＶ］＋Ｅ［Ｂ］＋ｒ兰；‰Ｅ［ＲＢ］））

显然，社会收益函数也可视为（Ｋ，Ｃ）的方程．

根据（１０）式．解方程Ｒ。，（ｑ）＝０得ｑ＝鸥其中

醛＝ｐ』Ｅ［Ｂ］ｆ，１一
卜≤ｏ，

竺Ｃ

ｓ

Ｅ［ＲＶ］＋Ｅ吼

卜㈣ｕ嘶帕吲＜菩锄陬ｍ旧＋岛（Ｈ南）驯，
址，坠，－。。Ｅ然婴啬（，＋南）嘲匆Ｋ
‘

类似顾客均衡策略，在此，同样分三种情况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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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Ｋ—Ｃ

＜一

Ｅ Ｒ矿

＋ Ｅ ｃ口

则对Ｖｑ∈【０，１］，均有冠（口）≤０，即（１０）式关于ｑ单调递减，所以对Ｖｑ∈［０，１１，有Ｒｓ（ｏ）最大．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以概率０进入’是唯一社会最优策略．

２、如果（Ｋ，Ｃ）满足

Ｅ【Ｒｙ］＋Ｅ［Ｂ】＜虿Ｋ＜Ｅ［Ｒｙ］＋Ｅ［Ｂ］＋丁兰％‰（１＋ｒ二吾言面）Ｅ［ＲＢ】，
由Ｒ。７７（ｑ）＜０，ｑ∈［０，１］知：Ｒ：（醛）＝０，当ｑ＜ｑ：时，Ｒ：（ｑ）＞０，当ｑ＞ｑ；时，Ｒ：（ｑ）＜０，即ｑ∈［０，菇）时，
Ｒ。（口）关于ｑ单调递增，ｑ∈（ｑｓ＋，１］时，Ｒ。（ｑ）关于ｑ单调递减，从而Ｒ。（ｑ）在ｑ＝虻处取值最大．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以概率ｑ｛进入’是唯一社会最优策略．
３、如果（Ｋ，Ｃ）满足

Ｅ【Ｒｙ］＋Ｅ【Ｂ］＋丁兰％‰（·＋丁二暑≥丽）Ｅ【ＲＢ］≤虿Ｋ，
则对Ｖｑ∈［０，１］，均有咒（ｑ）≥０，即（１０）式关于ｑ单调递增，所以对Ｖｑ∈【０，１１，有Ｒｓ（１）最大．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以概率１进入’是唯一社会最优策略．
综上可得：

定理２在不可见Ｇｅｏｍ／Ｇ／１排队模型中，假设（１）式和（２）式均成立，则‘以概率ｑ。进入’是唯一社会
最优策略．记ｑ。为

９５＿Ｐ吲晰］＋引矧＜若锄陋ｙ，Ｂ］邯驯％］
Ｌ
１，

（１２）

Ｅ［Ｒｖ］＋Ｅ［Ｂ］＋３Ｅ［Ｒｚ］≤若

其中ｑ；由（１１）式给出，卢＝潞（１＋Ｔ＝石１丽）．
４模拟

在本节中，将通过一些数值例子验证前面所得结果．在此，假设单位时间的逗留花费Ｃ＝１，此假设在适
当缩放收益／成本的比例后均可得到．
由所得顾客均衡策略ｑ。和社会最优策略ｑ。的表达式可知，在部分系统参数（Ｋ，Ｐ，Ｅ［Ｒｚｌ和Ｅ旧ｙ】）取
值固定时，ｑ。和ｑ。分别是关于Ｋ，Ｐ，Ｅ［Ｒｚ］和Ｅ［ｎｖ］的函数．图１和图２分别显示（Ｐ，Ｅ［Ｂ】，Ｅ【ＲＢ］，Ｅ［ｎｖ］）＝
（ｏ．５，１．０，４．０，４．６）（图１（ａ）），（Ｋ，Ｅ［Ｂ］，Ｅ［ＲＢ］，Ｅ［ｎｖ］）＝（７．ｏ，１．ｏ，４．０，４．６）（图１（ｂ）），（Ｋ，Ｐ，Ｅ［Ｂ］，Ｅ［ｎｖ］）＝
（７．０，ｏ．２，３．ｏ，２．ｏ）（图２（ａ）），（Ｋ，Ｐ，Ｅ［矧，Ｅ陋Ｂ】）＝（７．０，ｏ．２，３．０，２．ｏ）（图２（ｂ））时，顾客均衡策略ｑ。和社会
最优策略ｑ。的趋势走向．

图１随Ｋ和ｐ变化的顾客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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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Ｅ［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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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随Ｅ［ＲＢ］和Ｅ［Ｒｖ】变化的顾客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
２５

２０

ｏ
髦

一１５
Ｓ

《

１０

５

０
＾

（ａ）

ｐ
ｆｂｌ

图３分别选取ｑ。和ｑ。时，随Ｋ和Ｐ变化的单位时间社会收益

在图１中，顾客均衡策略ｑ。和社会最优策略ｑ。都随着收益值Ｋ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到达概率Ｐ的增
大而减小．这是因为收益值的增大导致顾客进入系统的意愿加强，所以选择进入系统的概率会随着Ｋ值的
增大逐渐趋于１，而较高的到达概率可能导致系统拥挤，考虑到这一情况，顾客选择进入系统的概率会随Ｐ值
的增大逐渐降低．
在图２中，顾客均衡策略ｑ。和社会最优策略ｑ。都随着Ｅ［ＲＢ］和Ｅ［Ｒｖ】值的增大而减小，这是由于较
长的剩余服务时间和剩余休假时间都会影响顾客进入系统的意愿，这与现实情况相符．
此外，在图１和图２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相应系统参数的取值范围内均有ｑ。≤ｑ。．

由（１０）式可知，单位时间的社会收益Ｒ。（ｑ）也是系统参数的函数．当参数的取值都确定时，ｑ。和ｑ。可
以通过定理１和定理２准确得到．下面考虑收益值Ｋ及到达概率Ｐ对社会收益Ｒ。（ｑ），ｑ∈｛ｑ。，ｑｓ）的影响，
分别取Ｅ［Ｂ］＝ｏ．４，Ｅ［ＲＢ］＝３，Ｅ［Ｒｖ］＝ｏ．４，Ｐ＝２．ｏ（图３（ａ）），Ｋ＝１５．ｏ（图３（ｂ））．
在图３（ａ）中，Ｒ。（口。）和Ｒ。（ｇ。）之间的差值相当于当顾客忽略随后到达的顾客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只
考虑个人利益时，社会利益的损失．
在图３（ｂ）中，由于Ｋ的取值使ｑ。和ｑ。的值都为ｌ，所以Ｒ。（ｑ。）和Ｒ。（ｑ。）两条曲线重合，对于Ｋ的
其他取值情况在此就不给予讨论了．

５结论
比较顾客均衡策略ｑ。和社会最优策略ｑ。的表达式可知，对于任意系统参数，均有ｑ。Ｓ ｑ。，在图１和图
２中，这个结论也是可见的．事实上，当顾客做出决策使得自身收益最大时，往往忽略了消极的外在影响，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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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社会收益最大化时，会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在确定社会最优时顾客选择进入系统的概率会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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