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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商间的
动态博弈过程分析与求解

张春燕徐恪钟宜峰张赛赵英川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　该文主要研究了网络服务市场中的两大类群体的动态博弈关系：网络服务提供商（ＩＳＰ）提供服务，多接口
移动主机用户选择服务．首先，建立了网络服务市场中ＩＳＰ的服务组合和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的交互模型．其次，
使用非合作博弈理论分析了独占垄断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博弈和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动态博弈过程，论证了在理想条
件下，ＩＳＰ推出多种不同于其他ＩＳＰ的服务组合时可以获得更多用户和收益，并得出：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子博弈精
炼纳什均衡是每一阶段各个ＩＳＰ均调整至相同服务组合，最终结果是ＩＳＰ为每个用户制定一套服务组合；无限次
重复博弈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即所有ＩＳＰ均不调整服务组合．最后，通过仿真验
证了在独占垄断市场中ＩＳＰ的价格垄断地位，给出了ＩＳＰ定价的建议，验证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ＩＳＰ动态博弈的过
程，给出了根据用户群体特征制定服务组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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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目前移动网络服务市场中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

（ＩＳＰ）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使用网络
服务的移动主机普遍具有多个网络接口，并可以由
这些不同的接口通过不同的ＩＳＰ接入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中［１］．有利益必然有纷争，ＩＳＰ间明争暗斗争夺市场
用户和利润，而用户也有权选择ＩＳＰ及提供的网络
服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提供服务的ＩＳＰ与选择服
务的用户间存在着动态博弈关系．

在经济学中，按竞争的方式将市场划分为完全
竞争市场［２］和不完全竞争市场［３］．完全竞争是市场
竞争的理想状态，要求有足够多的卖家和买家，且每
个人不能单独影响市场价格．不完全竞争是由美国
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来的，他指出完全竞争只是一
种竞争的理想状态，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本文所述的网络服务市场不具备完全竞争市场
的严格的前提条件．首先，网络服务市场不可能达到
任何一个ＩＳＰ的进入和退出都不影响市场价格；其
次，ＩＳＰ提供的服务不可能完全同质，这是由于ＩＳＰ
的研发技术不可能完全相同，推出的服务种类也不
尽相同；最后，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完全了解各种信
息，如使用服务的成本及收入情况等．综上所述，网
络服务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垄断，
按组织形式对垄断市场进行分类，可分为独占垄断
市场［４］、寡头垄断市场［５］和联合垄断市场［６］．

对于网络服务市场而言，独占垄断市场中只有
一个ＩＳＰ提供服务；寡头垄断市场中有多个ＩＳＰ提
供多种服务组合，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多个
ＩＳＰ和服务组合；联合垄断市场中有多个ＩＳＰ联合
控制网络服务市场，这种形式的垄断会对市场竞争
过程进行遏制和阻碍，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７］．从
博弈角度来分析，联合垄断是不稳固的．当某个ＩＳＰ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采取先进的生产工艺降低成
本，并调整服务组合，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用户和利
润，此时，这种联合垄断形式就会被打破．一旦这种

价格联盟被打破，市场就转变为寡头垄断市场．
本文使用经济学中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网络服

务市场中ＩＳＰ和用户间的动态博弈关系．之所以不
采用合作博弈理论的原因在于，合作博弈强调的是
团体理性，而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
优策略，因此处于竞争关系的参与者之间很难达成
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８］．另外，本文在独占垄断市
场的分析中使用基于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讨价还价
博弈［９］．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１）建立了通用的服务组合模型和多接口移动

主机用户模型；
（２）使用讨价还价理论分析了独占垄断市场中

ＩＳＰ与用户的博弈，并使用动态博弈理论分析了寡
头垄断市场中ＩＳＰ之间的博弈，给出了２个定理和
３个结论；

（３）调研了移动主机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数据，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实验分析，证实了在独占垄断市
场中ＩＳＰ的价格垄断地位，给出了ＩＳＰ定价的建议以
及验证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ＩＳＰ动态博弈的过程，并
给出了根据用户群体特征制定服务组合的方法．

本文第２节介绍在这个领域内的当前国内外相
关研究工作；第３节对网络服务市场中ＩＳＰ的服务
组合和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进行建模；第４节介绍
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与ＩＳＰ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第
５节通过实验验证在独占垄断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
中的动态博弈的过程，并给出各自的求解方法；第６
节对本文工作进行总结，并指出进一步的工作内容．

２　相关工作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服务组合模型的建立、ＩＳＰ

和用户的动态博弈关系及用户效用和ＩＳＰ成本计
算，下面分别从这几个方面对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行介绍．

当前，研究网络服务市场中ＩＳＰ的服务组合模
型的工作较多，例如，文献［１０］综述了内容分发网络
（ＣＤＮ）和Ｐ２Ｐ网络的３种基本的网络资源价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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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别是基于平价定价、基于使用量定价和基于拥
塞控制的定价，并提到存在这几种定价的混合模型，
例如基于平价和使用量的混合价格模型［１１］，本文中
的服务即采用这种混合模型．

研究ＩＳＰ和用户动态博弈关系的工作还较少，
但服务定价方法［１０２０］的工作较多，总的来讲有两种
研究思路：（１）系统最优化理论；（２）基于合作博弈
或非合作博弈的参与者策略优化方式．首先，系统最
优化理论这种思路的主要目标是使得网络效用最大
化［１０，１２１４］，目前研究工作较为深入．例如，文献［１２］
研究了在网络传播市场中的上层ＩＳＰ与下层ＩＳＰ或
者机构之间的分层收费问题，目标是分析当前的分
层定价方式在整个网络传输市场中是否接近最优，
以及最优策略是否存在．这篇文章建立的用户需求
模型和ＩＳＰ费用模型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启发，
但由于其解决的问题是ＩＳＰ市场一端，没有涉及用
户端的服务选择问题，因此与本文工作存在较大差
异．其次，使用经济学中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研究网络
定价和Ｐ２Ｐ网络交互的工作也较为深入和全面，例
如，文献［１５］分析了Ｐ２Ｐ网络中接入端ＩＳＰ和ＰＣＰ
（Ｐｅ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ＣＰｓ）间的基于纳什均衡的讨价还价
解（ＮＢＳ），从而系统可以运行在公平的帕累托最优
点上．此文章虽与本文的网络应用场景不同，但其使
用的基于纳什均衡的讨价还价解决方案可以借鉴．
文献［１６］提出了一种基于合作博弈理论的网络定价
理念，指出在ＱｏＳ模型中讨价还价博弈能够带来宏
观较优的结果，而领导者跟随者博弈则并不是帕累
托最优解．虽然基于合作博弈的研究较多且理论较
为成熟，但经济学家发现实际情况中参与者之间却
往往不是合作博弈的关系．目前使用非合作博弈理
论研究网络服务市场中ＩＳＰ和用户动态博弈关系的
工作较少．

在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端效用计算方面，文
献［１］通过对移动主机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间通信进行简化
和建模，提出了一种基于主动探测可用路径的最优化
费用和性能的流量分配方法．此方法可用于本文中
的用户端效用选择策略中．在ＩＳＰ成本计算方面，文
献［１２］指出，既然无法估计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基
站数目、用户位置、电费等），那么就穷举出可能存在
的成本模型用于他们的实验．这个模型建立在两个
假设基础上，首先假设ＩＳＰ所负载的流量与总成本
成正比关系；第二，假设单位成本是一个与距离相关
的函数．本文与这篇文章的场景不同，因此不能采用
此方法．文献［２１］提供了一种设备运行成本与网络

规模成对数关系的成本计算方案，这种方案对成本
的估算较为笼统，但由于本文中成本对所要研究的
问题影响不大，可借鉴这种方法．

３　网络服务市场建模
网络服务市场有两大类群体，提供网络服务的

ＩＳＰ和选择使用服务的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本节
主要介绍ＩＳＰ的服务组合模型和多接口移动主机用
户模型．

首先对本文中所用到的标记和变量进行声明，
在未提前声明的情况下，本文所用符号的意义均参
照表１中的解释．

表１　标记和变量声明
符号 描述 实验参考值
ＵＳＥＲ 多接口移动主机总数 １０５
犐 ＩＳＰ的数量，犻为ＩＳＰ的索引 ［１，１０］
α 成本与服务量和用户规模关系参数 ０．０１
β ＩＳＰ成本中与服务使用量无关部分 １０５
狏犪犾 ＩＳＰ的评价因子 １，２
λ 用户需求对服务价格变化的敏感度 （０，１０］
ρ 用户费用和性能的折中参数 （０，∞）
犘犾犪狀犻 犐犛犘犻提供的服务组合 —
π犻 犐犛犘犻的服务收益 —

犐狀犮狅犿犲犻 犐犛犘犻的总收入 —
犆狅狊狋犻 犐犛犘犻的总成本 —

３１　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组合模型
通过调研市场上的几家主要ＩＳＰ，得出两条结

论：（１）ＩＳＰ可提供语音通话、短信、数据流量、可视
电话等多种服务；（２）对于每一种服务，ＩＳＰ根据人
群需求量设置不同的服务区间．每种服务的基本收
费形式均为：预交费用加超出免费部分的费用．这是
价格歧视的一种区间定价方法［２２］，用以获得用户的
未使用服务量所带来的利润．

对上述信息进行抽象，可得出ＩＳＰ的服务组合
模型．假设ＩＳＰ可提供狀种服务，犐犛犘犻推出的第犽种
服务区间的数目为犿犽犻，犿犻＝∑

狀

犽＝１
犿犽犻，犽＝１，２，…，狀．

则犐犛犘犻的服务组合模型如下：

犘犾犪狀犻＝
狓１１ 狓１２ 狓１３
  
狓犿犻１狓犿犻２狓犿犻

烄

烆

烌

烎３
，犻＝１，２，…，犐．

其中犘犾犪狀犻矩阵第１列表示某种服务的预交费用，第
２列表示免费区间服务量，第３列表示超出免费区
间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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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模型
通过调研使用ＩＳＰ服务的多接口移动主机用

户，可知用户的服务需求服从某种统计规律（如正态
分布）．将服务需求量记为犇犲犿犪狀犱，其概率密度函
数记为犱犲犿犪狀犱（狓），可在实验中根据调研数据进行
拟合得到．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形态，分别使用两种
服务需求模型对用户的服务需求进行描述．

（１）固定弹性需求（ＣＥＤ）模型［１２］．在独占垄断
市场下，用户只能使用这个唯一的ＩＳＰ提供的服务．
此时，用户对服务的平均需求与服务价格的变化是
相关联的．这种需求称之为固定弹性需求，建立在
ａｌｐｈａｆａｉｒ效用模型［２３］基础上．用户的平均需求量
随价格变化的函数关系为

珚犙（狆狉犻犮犲）＝狏犪犾
狆（ ）狉犻犮犲

λ
．

其中，狏犪犾表示ＩＳＰ的评价因子，狆狉犻犮犲表示ＩＳＰ所
设定的服务价格，λ表示用户需求对服务价格变化
的敏感度；

（２）效用最优需求模型．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多
接口移动主机可同时接入不同的ＩＳＰ中．效用最优
需求模型是指用户总选择对自己效用最大的ＩＳＰ和
服务组合．

用户的效用评价函数为费用和性能的最优化．
采用文献［１］中对于费用和性能的建模，选择最优化
费用和性能的双目标函数：
ｍｉｎ犣＝犘犪狔犿犲狀狋＋ρ犘犲狉犳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ρ∈［０，∞））．
其中，ρ是费用和性能的折中参数，根据移动主机的
需求而定，ρ取值越小，说明用户越注重较低费用，
反之越大，说明用户越注重较好的性能．

４　动态博弈过程分析
本节先对用户付费和ＩＳＰ收益进行计算，然后

分别对两种市场形态中用户和ＩＳＰ的博弈关系进行
分析．
４１　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付费计算

移动主机可以通过多个接口接入至不同的
ＩＳＰ，因此可同时选择多个ＩＳＰ和多种服务组合．

由３．１节的服务组合模型可知，对于某个特定
用户，若选择了犐犛犘犻的服务区间狆（狓狆１，狓狆２，狓狆３），
使用的服务量为狇，则所需缴纳的费用如下：

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犻，狆）＝狓狆１
， 狇狓狆２

狓狆１＋（狇－狓狆２）×狓狆３，狇＞狓狆烅烄烆 ２
．

若选择了多项服务，则对这些费用进行累加．
４２　网络服务提供商收益计算

ＩＳＰ的收益与总收入和总成本相关，下面介绍
ＩＳＰ的总收入和总成本的计算，进而获得ＩＳＰ的总
收益．
４．２．１　总收入计算

假设在狋时刻用户总数量为狌（狋），犐犛犘犻所拥有
的用户总数为狌犻（狋），选择犐犛犘犻的服务区间犽的用
户数目为狌犻犽（狋），由于用户可选择多个ＩＳＰ和多套
服务组合，则

∑
狀

犽＝１
狌犻犽（狋）狌犻（狋），∑

狀

犽＝１
狌犻（狋）狌（狋），犻＝１，２，…，犐．

　　从用户需求模型可知，用户的需求服从某种统
计规律．选用分片方式对用户付费进行计算，将用户
的服务需求分成若干片，逐一计算出每片中用户的
付费，再进行累加求和，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１．将用户需求分为长度为狊的片段，计算落在某个片
中的用户数目，计算公式如下：

狌狊犲狉狊＝狌（狋）×犘（犽狊犡＜（犽＋１）狊）

＝狌（狋）×∫
（犽＋１）狊

犽狊
犱犲犿犪狀犱（狓）ｄ狓，

犽＝０，１，…．
结束条件为狌狊犲狉狊＜ε（ε为边界阈值常数）．
２．对于这些用户，每个用户根据其效用最优原则选择

某个ＩＳＰ的某种服务组合，假设某个用户的服务需求组合为
狇犼（犼＝０，１，…，狌狊犲狉狊），用户选择犐犛犘犻的服务组合为｛狆犿｜犿＝
１，２，…，犿犻｝．对于第犽个分片狊，犐犛犘犻总收入（包含成本的毛
收入）公式如下：

犐狀犮狅犿犲犽犻＝∑
狌狊犲狉狊

犼＝１∑犿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犻，狆犿）．
３．犐犛犘犻的总收入为所有犽个片段的累加求和：

犐狀犮狅犿犲犻＝∑犽犐狀犮狅犿犲犽犻．
４．２．２　总成本计算

由于成本与很多不确定因素相关，如基站数目、
用户位置、电费等，或者其中会涉及商业机密，ＩＳＰ
不会将其成本公布出来，造成了我们无法准确估计
成本．

文献［２１］提出设备平均每月开销成本与网络规
模成对数关系，加之本文的ＩＳＰ的成本主要和服务
量关系较大，因此假设ＩＳＰ成本函数如下：

犆狅狊狋（狇）＝αｌｏｇ（狌犻（狋）×狇）＋β．
其中，α为成本与服务使用量和用户规模关系参数，
β为ＩＳＰ成本中与服务使用量无关部分．
４．２．３　总收益计算

ＩＳＰ的收益为总收入减总成本，则犐犛犘犻收益为
π犻（犙）＝犐狀犮狅犿犲犻（犙）－犆狅狊狋犻（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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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博弈分析中，ＩＳＰ的支付即为该收益函数，即
ＩＳＰ的目标是最大化自身收益．
４３　两种市场模式下的动态博弈过程分析
４．３．１　独占垄断市场

在独占垄断市场中，ＩＳＰ对市场价格拥有绝对
控制权，但用户可以主动选择购买服务量的多少，
ＩＳＰ与用户间是一种讨价还价博弈［９］．博弈的参与
者是ＩＳＰ和用户，ＩＳＰ的战略空间是｛涨价，降价｝，
支付函数是运营商收益，用户的战略空间是｛增量购
买，减量购买｝，支付函数是用户付费．
ＩＳＰ与用户的博弈过程如图１所示．最初，ＩＳＰ

推出服务狆０，用户购买服务量为狇０，则ＩＳＰ和用户
的支付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０，１，狆０），π（（狇０））．当ＩＳＰ
选择升价推出狆１时，则用户选择减量Δ狇１购买服务
量，此时ＩＳＰ和用户的支付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０－
Δ狇１，１，狆１），π（狇０－Δ狇１））；当ＩＳＰ选择降价时，用户
增量Δ狇２购买服务量，则ＩＳＰ和用户的支付为
（－犘犪狔犿犲狀狋（狇０＋Δ狇２，１，狆２），π（狇０＋Δ狇２））．此时，
若ＩＳＰ可以接受这个收益，则博弈结束，否则，继续
进行讨价还价博弈．

图１　ＩＳＰ与用户讨价还价博弈动态过程

４．３．２　寡头垄断市场
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用户有多个ＩＳＰ和多种服

务组合可供选择．博弈的参与者是各个ＩＳＰ，战略空
间是｛调整，不调整｝，支付函数是ＩＳＰ收益．举个例
子，假设有两家服务提供商犐犛犘１和犐犛犘２，初始时，
两家推出相同服务组合，收益分别是（５，５）；若一方
调整服务组合，则这一方获得较高收益６，另外一方
收益降低为２；若两方均调整服务组合，则又均分市
场份额，收益分别为（３，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收
益取值关系符合有冲突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的一般性
要求，具体的取值大小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论．

假设犐犛犘１先进行决策，犐犛犘２观测到犐犛犘１的选
择后决策，这个博弈的扩展表述如图２所示．记为

犢：调整，犖：不调整．

图２　两个ＩＳＰ的博弈树

犐犛犘１的战略空间是｛犢，犖｝，犐犛犘２有４个纯战
略，分别为：（１）不论犐犛犘１调整不调整，犐犛犘２调整；
（２）犐犛犘１调整犐犛犘２调整，犐犛犘１不调整犐犛犘２不调整；
（３）犐犛犘１调整犐犛犘２不调整，犐犛犘１不调整犐犛犘２调整；
（４）不论犐犛犘１调整不调整，犐犛犘２不调整．因此犐犛犘２
的战略空间可记为｛｛犢犢｝，｛犢犖｝，｛犖犢｝，｛犖犖｝｝．
博弈的战略表达式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两个犐犛犘博弈的战略式表述
犐犛犘２

犐犛犘１ 犢
犖

犢犢 犢犖 犖犢 犖犖
（３，３） （３，３） （６，２） （６，２）
（２，６） （５，５） （２，６） （５，５）

分析可知，这个博弈只有一个纯战略纳什均衡，
为｛犢，｛犢犢｝｝，且｛犢犢｝既在子博弈（ａ）又在子博弈
（ｂ）中构成纳什均衡，因此｛犢，｛犢犢｝｝是这个博弈唯
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但本问题并不是一次博弈就可以解决的，在双
方均调整服务组合后，又进入下一次的博弈过程，因
此是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若这个过程是有限次重
复博弈，则该问题的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每
一阶段博弈均选择｛犢，｛犢犢｝｝；若这个过程是无限次
重复博弈，可知当两个ＩＳＰ均选择不调整时，双方收
益均大于均选择调整时的收益．因此ＩＳＰ可选择冷
酷策略：（１）开始选择不调整；（２）选择不调整直到
一方选择调整策略，然后永远选择调整策略．则根据
无名氏定理可知，存在贴现因子δ＜１，使得对于所
有δδ，ＩＳＰ均选择不调整是一个特定的子博弈
精炼纳什均衡，下面计算这个δ：

６＋３δ＋３δ２＋…５＋５δ＋５δ２＋…
或

６＋３δ
１－δ

５
１－δ．

　　解上述条件得δ１３，即δ
＝１３．此时，两个ＩＳＰ

均选择不调整策略会有较高收益．
可知，ＩＳＰ间动态重复博弈过程按以下规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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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１）进入市场的ＩＳＰ与原ＩＳＰ采用相同的策略，
用户重新选择ＩＳＰ和服务组合；（２）某些ＩＳＰ为了
吸引更多用户以获得更大收益，推出多种不同的服
务组合，用户理性选择对自己效用最大的服务组合；
（３）未调整策略的ＩＳＰ遭受用户数目减少和收益降
低，这些ＩＳＰ也选择调整其组合策略；第２和３步反
复进行，直到最后达到市场暂时稳态．

假定网络服务市场是公平竞争市场，均可提供
各种网络服务，均面向相同的用户群体，称这些条件
为理想条件．假设犌是犐个ＩＳＰ间的阶段博弈，
犌（犜）是犌重复犜次的重复博弈．下面分别分析
犌（犜）是有限次重复博弈（犜＜∞）和无限次重复博
弈（犜＝∞）的情况．

定理１．　在理想条件下，某个网络服务提供商
推出多种不同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组合时
可以获得更多用户和收益．ＩＳＰ与用户间阶段博弈
犌有唯一的纳什均衡解，为各个ＩＳＰ均调整至相同
服务组合，均分市场用户和收益．

证明．　定理１证明过程见附录，此处略去．
从定理１可知，阶段博弈犌有唯一的纳什均

衡．则当犌（犜）是有限次重复博弈时，犌（犜）的唯一子
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阶段博弈犌每一阶段均取这个
唯一的纳什均衡［８］．当犌（犜）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时，
存在δ＜１，使得对于所有δδ，ＩＳＰ均不调整策
略是犌（犜）的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若用户的服务需求量为狇，选择服务提供商
犐犛犘犻的狆服务（狓狆１，狓狆２，狓狆３），则用户单位服务费用
记为

犮－（狇）＝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犻，狆）狇 ．
　　此单位服务费用必须大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单
位服务成本，否则服务提供商将会亏本．

定理２．　单位服务费用在用户的服务需求等
于免费服务量时最低．

证明．　当服务量狇狓狆２时，犮－（狇）＝狓狆１狇，求导

得ｄ犮－（狇）ｄ狇＝－１狇２＜０，则最小值在狇＝狓狆２处取得．当

流量狇＞狓狆２时，犮－（狇）＝狓狆１＋（狇－狓狆２）×狓狆３狇 ，求导得
ｄ犮－（狇）
ｄ狇＝－－狓狆１＋狓狆２×狓狆３狇２ ＞０，最小值仍在狇＝狓狆２
处取得．综上可知，

ｍｉｎ（犮－（狇））＝狓狆１狇狇＝狓狆２
＝狓狆１狓狆２．证毕．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博弈次数有限，因此可先考
虑有限次重复博弈的结果．从定理１可知，多个ＩＳＰ
在市场驱动下会有限次重复博弈下去，直至每个用
户都可以获得一种适合自己的服务组合．从定理２
可知，当每个用户都拥有自己的服务组合时，即狇＝
狓狆２，此时单位服务费用最低，最接近单位服务成本，
因此服务提供商的纯收益会减少．总结以上定理和
分析，可得以下３条结论．

结论１．　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网络服务提供商
若想获得较高利润，则需要推出多种服务组合．市场
竞争结果是各家企业均分市场用户和份额，且总收
益会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而减少．

结论２．　在理想状态下，重复博弈的结果是网
络服务提供商为每个用户制定一套服务组合．

结论３．　当每个用户都拥有适合自己的服务
组合时，单位服务费用最低，此时单位服务费用接近
服务成本．

５　仿真与分析求解
５１　用户群体形态调研

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流量服务进行调
研，分析用户群体形态，这种方法也可以推广至其他
网络服务中．

设计两种方式对用户群体进行调研．第１种方
式是收集实验室２０名同学半年（从２０１１年９月至
２０１２年２月）的数据流量详细账单，这种方式的特
点是用户数目少，群体具有相似性，如消费水平和环
境相似等；第２种方式是采用网络调查问卷的方式
调研网络用户的数据流量信息（问卷内容包括：选择
使用的ＩＳＰ、数据流量套餐及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
２月的数据流量等），共收集到有效问卷７９２份，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用户数目庞大、分布范围广，且群体
具有多样性．

图３和图４是针对同一个月分别面向实验室学
生和网络用户进行数据统计和拟合的结果．对学生
用户数据使用ＬｉｌｌｉｅｆｏｒｓＴｅｓｔ［２４２５］检验，检验结果为
零，因此数据服从正态分布规律．对于网络用户，
图４中有多个峰值点，总体并不服从正态分布，但局
部服从正态分布．这是由于不同群体的消费水平、工
作需求等的不同，对于数据流量的使用情况也有很
大差异．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用户群体对于数据流量
具有不同的需求，而在相同用户群体中，这种需求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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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２年１月学生群体数据流量统计规律

图４　２０１２年１月网络用户群体数据流量统计规律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ＩＳＰ制定出针对不同群体
的不同的服务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们的工作中，可先研究两个不同群体的规
律，即两个具有不同均值和方差的正太分布密度函
数的叠加．推广至多个不同群体时，研究方法相同．

假设有两个用户群体分别服从两种正态分
布，其概率密度函数分别记为犳１（狓；μ１，δ１）和
犳２（狓；μ２，δ２）（实验中取μ１＝３０，δ１＝８，μ２＝７０，
δ２＝１１）．假设这两个群体数量比例相同，则其累加
和的概率密度为
犱犲犿犪狀犱（狓）＝１２（犳１（狓；μ１，δ１）＋犳２（狓；μ２，δ２））．
　　将上述概率密度函数带入４．２．１节ＩＳＰ的总收
入计算中，计算第犽段分布的人数为

狌狊犲狉狊＝犝犛犈犚×∫
（犽＋１）狊

犽狊
犱犲犿犪狀犱（狓）ｄ狓

＝１２犝犛犈犚（×∫
（犽＋１）狊

犽狊
犳１（狓；μ１，δ１）ｄ狓＋

　∫
（犽＋１）狊

犽狊
犳２（狓；μ２，δ２）ｄ）狓

＝１２犝犛犈犚×（犉１（（犽＋１）狊）－犉１（犽狊）＋
　犉２（（犽＋１）狊）－犉２（犽狊））
＝１２犝犛犈犚×Φ

（犽＋１）狊－μ１
σ（ ）１

－Φ犽狊－μ１σ（ ）１（ ＋

　Φ（犽＋１）狊－μ２
σ（ ）２

－Φ犽狊－μ２σ（ ））２
，

其中Φ（狓）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５２　独占垄断市场求解

本节首先验证价格对平均需求的影响，然后验
证了ＩＳＰ价格对其收益和用户使用服务量的影响．
５．２．１　用户平均需求与价格的关系

在独占垄断市场中，用户群体的总需求满足
５．１节中的统计规律（服从正态分布），用户的平均
需求满足固定弹性需求（ＣＥＤ）模型，即

μ－＝狏犪犾
狆（ ）狉犻犮犲

λ
．

　　实验中取狏犪犾１＝１，狏犪犾２＝２，λ１＝１．５，λ２＝３．用
户平均需求随着价格的变化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用户平均需求随价格的变化情况

从图５中可知：在狏犪犾给定的情况下，λ越大，用
户平均需求对价格变化越敏感．
５．２．２　网络服务提供商定价

实验仿真场景设置：有一家ＩＳＰ，无任何服务组
合（０，０，狓０３）；用户总数为ＵＳＥＲ，设置两类用户群
体的狏犪犾分别为（１，２），λ分别为（１．５，１．５），（３，３）
和（６，６）．

在实验给定数据下，得出ＩＳＰ收益和总服务使
用量随服务价格的变化如图６和图７．

图６　服务提供商总服务使用量随价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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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服务提供商收益随服务价格变化情况

从图中可知，在狆狉犻犮犲＜０．５时，总服务使用量
非常大，但由于价格低廉，总收益并不高；在０．５＜
狆狉犻犮犲＜１．５时，总服务使用量较大，此时总收益出现
一个小高峰；在狆狉犻犮犲＞１．５时，总服务使用量迅速
减小，但由于服务价格很高，收益呈增长趋势．因此，
若ＩＳＰ将价格制定在０．５＜狆狉犻犮犲＜１．５，则可兼顾收
益和总服务使用量．
５．２．３　独占垄断市场总结

在独占垄断市场下，ＩＳＰ一味抬高服务价格可
以获得巨大收益，但与此同时，其服务量的使用情况
会愈加惨淡．在这种市场下，ＩＳＰ应根据其服务面向
的市场用户制定价格，若想其服务面向大众用户，则
应该推出较为低廉的价格；若想使其服务针对少数
高消费用户，则推出高端价格；若想兼顾用户市场和
收益，则可推出较为适中的价格．
５３　寡头垄断市场求解

根据４．３．２节分析，本节对寡头垄断市场博弈
过程进行验证和求解．
５．３．１　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动态博弈过程

实验仿真场景设置：有３家ＩＳＰ（犐犛犘１，犐犛犘２，
犐犛犘３），成本均相同，各家可能推出的服务组合有

犘犾犪狀犻＝
５３０１
１０７０１
烄

烆

烌

烎１４１００１
（犻＝１，２，３）．

　　重复博弈过程：博弈第１阶段，各个ＩＳＰ均只推
出第一种服务组合犘犾犪狀犻（１，：）＝（５，３０，１）；第２阶
段，某家ＩＳＰ（如犐犛犘１）又推出犘犾犪狀犻（２，：）＝（１０，
７０，１）；第３阶段，其他ＩＳＰ也相继推出犘犾犪狀犻（２，：）；
第４阶段，某家ＩＳＰ（如犐犛犘１）又推出犘犾犪狀犻（３，：）＝
（２０，１５０，１）；第５阶段，其他ＩＳＰ也相继推出
犘犾犪狀犻（３，：）；…

从表３可知，犐犛犘１在第２阶段、第４阶段推出
新的服务组合，获得了较高的用户和收益．第３阶

段、第５阶段市场收益和用户又被均分．从用户百分
比之和大于１可知，部分用户选择了多个ＩＳＰ．
表３　重复博弈过程各阶段实验数据（收益单位：１０５元）
服务
组合

市场
总收益

犐犛犘１收益
狌１（狋）／（百分比）

犐犛犘２收益
狌２（狋）／（百分比）

犐犛犘３收益
狌３（狋）／（百分比）

第１阶段１０．２９５０３．５６６６（６６．９％）３．１５９３（６２．１％）３．５６９０（６８．０％）
第２阶段９．３７５６６．７７０６（７４．２％）１．３１４１（２０．４％）１．２９０９（２０．１％）
第３阶段９．３７５６３．１４８９（３７．３％）３．１２４２（３７．５％）３．２１２５（３９．４％）
第４阶段９．２１３２４．５８７５（４４．２％）２．２９８５（２７．７％）２．３２７３（２８．１％）
第５阶段９．２１３２３．０４８３（３３．３％）３．０９７４（３３．３％）３．０６７５（３３．３％）

　　从本仿真可得出：（１）从单个服务提供商来看，
应适当推出多种服务组合，以获得更高的用户数量，
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２）市场总利润随着服务组
合的增多而减少．
５．３．２　网络服务提供商制定服务组合方法

由于４．３．２节中的结论２是在理想条件下得到
的，但在实际的市场场景下，不可能针对每个用户制
定一套服务组合，因此可探索最佳服务组合形式．由
此涉及到服务区间的临界值选取与用户群体特性
（平均值和方差）的关系．

我们知道，正态分布时区间（μ－１σ，μ＋１σ）的
面积占总面积的６８．２７％；正态分布时区间
（μ－１．９６σ，μ＋１．９６σ）的面积占总面积的９５％．因
此可根据用户服务需求密度设置服务量临界值．

实验仿真场景设置：犐犛犘１设置其服务组合
犘犾犪狀１与５．３．１节中相同，犐犛犘２的犘犾犪狀２与犐犛犘３的
犘犾犪狀３按如下设置：

犘犾犪狀２＝

４２２１
５３０１
６３８１
８５９１
１０７０１

烄

烆

烌

烎１２８９１

，犘犾犪狀３＝

３１４１
５３０１
７４５１
８５０１
１０７０１

烄

烆

烌

烎１３９２１

．

其中犘犾犪狀２服务组合中，犐犛犘２的免费部分服务量分
别是两个群体的（μ－１σ，μ＋１σ）的三等分，犐犛犘２的
免费部分服务量分别是两个群体的（μ－１．９６σ，
μ＋１．９６σ）的三等分．

仿真测得３个ＩＳＰ采用不用服务组合收益结果
如图表４所示，用户选择ＩＳＰ的结果如图８所示．
表４　犐犛犘采用不同服务组合收益对比（收益单位：１０５元）
市场总收益 犐犛犘１收益

狌１（狋）／（百分比）
犐犛犘２收益

狌２（狋）／（百分比）
犐犛犘３收益

狌３（狋）／（百分比）
７．９２７１１．０７３０（１３．７％）５．０６５７（６４．３％）１．７８８３（２５．５％）

从表４中可知，采用与用户群体特性参数相关
且划分较为平均的犐犛犘２收益最多，用户群体人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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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次是犐犛犘３，最差的是犐犛犘１．
图８中，选择犐犛犘２的用户分布较广，其次是

犐犛犘３，犐犛犘１的用户数目最少．

图８　ＩＳＰ的用户选择分布

对比３家ＩＳＰ，犐犛犘２获得的用户和收益最多，因
为它是根据用户群体特征参数（均值和方差）制定
的．因此ＩＳＰ的服务区间临界值应根据用户群体特
性进行选取．
５．３．３　寡头垄断市场总结

仿真１验证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ＩＳＰ动态博弈
的过程，即某个ＩＳＰ在每个阶段博弈中不断推出新
的服务组合，而每个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为各个
ＩＳＰ均调整至相同策略，重新均分用户和利润．而市
场总利润会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而减少．在理想情
况下，最终的博弈结果是为每个用户制定一套服务
组合．

仿真２给出了根据用户群体特征制定服务组合
的方法．在非理想市场中，可先调研用户的群体特征
参数，根据用户的特征参数将用户分布密集的区域
合理划分，使得用户需求较为均匀地映射到不同的
服务区间，以获得较多的用户和收益．

６　总结和进一步工作
本文主要研究了网络服务市场中的两大类群体

的动态博弈关系：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服务提供，多
接口移动主机用户进行服务选择．文中首先讨论不
完全竞争的３种网络服务市场组织形式，并通过调
研市场上的几家主要ＩＳＰ，建立通用的服务组合模
型，以及调研多接口移动主机用户的需求，建立服务
需求模型．然后分析在独占垄断市场中的讨价还价
博弈和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动态重复博弈过程，论
证了在理想条件下，ＩＳＰ推出多种不同于其他ＩＳＰ
的服务组合时可以获得更多用户和收益，重复博弈
过程每一阶段的唯一纳什均衡解是各个ＩＳＰ均调整

至相同服务组合，并得出：此问题的有限次重复博弈
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每一阶段各个ＩＳＰ均调整
至相同服务组合，最终结果是ＩＳＰ为每个用户制定
一套服务组合；无限次重复博弈在特定条件下，存在
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即所有ＩＳＰ均选
择不调整服务组合．最后，本文通过仿真证实了在独
占垄断市场中ＩＳＰ的价格垄断地位，给出了ＩＳＰ定
价的建议，验证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ＩＳＰ动态重复
博弈的过程，并给出了根据用户群体特征制定服务
组合的方法．

本文的下一步工作内容是进一步探讨在加入一
些外界因素的非理想状态下，服务提供商与用户在
动态重复博弈过程中的关系．

致　谢　感谢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
究所的王勇老师，他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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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定理１证明．假设有犐个ＩＳＰ，推出服务的数目为狀
（狀０）．

（１）狀＝０是初始情况，每个ＩＳＰ尚未推出任何服务组合，
即（０，０，狓０３）．此时用户选择任何ＩＳＰ均付费相同，因此用户
随机选择ＩＳＰ，ＩＳＰ均分市场用户和利润．

当狀＝１时，犐犛犘犼（其中，１犼犐）推出服务组合１（狓１１，
狓１２，狓１３），可知狓１２／狓１１＜狓０３．当选择服务组合１时，当服务量
狇∈［０，狓１２］时，费用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１）＝狓１１，当服务量狇∈
［狓１２，＋∞）时，费用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１）＝狓１１＋（狇－狓１２）×
狓１３；当不选择服务组合１时，费用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犻，１）＝狇×
狓０３．推导可知，当狓１３狓０３时，狇∈狓１１

狓０３，＋∞（ ），或当狓１３＞狓０３
时，狇∈狓１１

狓０３，
狓１２×狓１３－狓１１
狓１３－狓（ ］０３

，用户会选择服务组合１．此时
犐犛犘犼获得了更高的用户和利润份额；这时其他ＩＳＰ会追随这
个ＩＳＰ也推出服务组合１，均分市场利润．此时命题成立．

（２）当狀＝犽时，经过若干轮博弈后，犐个ＩＳＰ均推出犽种
相同服务组合，假设命题成立．

（３）当狀＝犽＋１时，若其中犐犛犘犼推出了第（犽＋１）种狋′服
务（狓狋′１，狓狋′２，狓狋′３），这个服务介于狋服务和（狋＋１）服务中间，
因此有狓狋１＜狓狋′１＜狓（狋＋１）１，狓狋２＜狓狋′２＜狓（狋＋１）２，狋∈｛１，２，…，犽｝．

由于ＩＳＰ推出的服务要比直接进行流量计费便宜，于是有
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３×（狓（狋＋１）２－狓狋２） （１）
狓狋′１－狓狋１＜狓狋３×（狓狋′２－狓狋２） （２）
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３×（狓（狋＋１）２－狓狋′２） （３）

对于服务量为狇∈［狓狋２，狓（狋＋１）２］的用户群，选择服务区间
狋时付费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犻，狋）＝狓狋１＋（狇－狓狋２）×狓狋３，选择
（狋＋１）时付费为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犻，狋＋１）＝狓（狋＋１）１．计算可知，当
服务量为狇∈狓狋２，狓狋２＋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 ）３

时，用户选择狋服务区

间；当服务量为狇∈狓狋２＋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３ ，狓（狋＋１）［ ）２时，用户选择
（狋＋１）服务区间．下面讨论加入服务区间狋′后用户的服务选择．

对于用户群狇∈［狓狋２，狓狋′２），若选择狋′服务区间，则
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狋′）＝狓狋′１．可知当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狋′）＜犘犪狔犿犲狀狋（狇，
犻，狋）且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狋′）＜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犻，狋＋１）时，用户选择
狋′．联立公式如下：

狓狋′１＜狓狋１＋（狇－狓狋２）×狓狋３
狓狋′１＜狓（狋＋１）１
狇∈［狓狋２，狓狋′２
烅
烄
烆 ）

（４）

推导式（２）、（４）可知服务量为狇∈狓狋′１－狓狋１
狓狋３ ＋狓狋２，狓狋′（ ）２

的用户在这个区间选择狋′服务区间付费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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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量为狇∈［狓狋′２，狓（狋＋１）２］的用户群，若选择狋′服务
区间，则犘犪狔犿犲狀狋（狇，犼，狋′）＝狓狋′１＋（狇－狓狋′２）×狓狋′３．同理可得
公式如下：

狓狋′１＋（狇－狓狋′２）×狓狋′３＜狓狋１＋（狇－狓狋２）×狓狋３
狓狋′１＋（狇－狓狋′２）×狓狋′３＜狓（狋＋１）１
狇∈［狓狋′２，狓（狋＋１）２
烅
烄
烆 ］

（５）

推导式（５）可知服务量狇满足以下条件时，选择狋′付费
最少．
狇×（狓狋′３－狓狋３）＋（狓狋′１－狓狋１）－（狓狋′２×狓狋′３－狓狋２×狓狋３）＜０（６）
狓狋′２狇＜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３ ＋狓狋′２（右边表达式记为犕） （７）
当狓狋′３狓狋３时，可证式（６）＜０恒成立．则狓狋′２狇＜犕．

　　当狓狋′３＞狓狋３时，狇＜（狓狋′２×狓狋′３－狓狋２×狓狋３）－（狓狋′１－狓狋１）狓狋′３－狓狋３

（右边表达式记为犖）且狓狋′２狇＜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３ ＋狓狋′２，推理可

知犖＞狓狋′２．计算得到，当狓狋３＜狓狋′３＜ 狓狋３（狓（狋＋１）１－狓狋′１）
狓（狋＋１）１－狓狋１－狓狋３（狓狋′２－狓狋２）

（右边表达式记为犚，可证犚＞狓狋３）时，犖＞犕，此时，狓狋′２狇＜
犕；当狓狋′３＞犚时，犖＜犕，狓狋′２狇＜犖．

综上可知，当狓狋′３＜犚时，狇∈狓狋′１－狓狋１
狓狋３ ＋狓狋２，（ ）犕，当

狓狋′３＞犚时，狇∈狓狋′１－狓狋１
狓狋３ ＋狓狋２，（ ）犖，用户群选择狋′服务费用

付费最少．因此新推出的服务区间使得犐犛犘犼获得了更多的
用户群和收益．其他ＩＳＰ会追随犐犛犘犼而推出相同的服务，市
场又达到均分．

（４）综上所述，此命题得证．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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