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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節根據前一章文獻探討與推導出來的模式和命題，以遺傳規劃法

(GP)為主的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ACE)建立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模擬模

式。 

3.1 研究假說和研究模式 

3.11 研究假說 

在底層眾多買賣雙方會經不斷學習適應和信任關係發展，經過複製、

溝通和經驗學習等社會學習過程，演化彼此的交易策略，使得彼此偏好度

隨之調整，再經過互相評估的配對過程，以追求雙方最大偏好度，上層的

軟體元件市集統治會逐漸突現出來。然後，電子市集統治會從交換型逐漸

演變到目錄型，再演變為忠誠目錄型市集（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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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模式與假說 

根據前一章 12個命題，其中市集突現和演變趨勢變化部份，以可以

量化操作的購買率高低來代表，提出 12個假說如下(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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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d1：在市場力量下，具標準化軟體元件，電子市集行為突現過

程，買賣雙方採用謹慎型交易策略比例和權變型交易策略比

例無顯著差異； 

 

假說 b1：在市場力量下，具標準化軟體元件，不同元件功能特殊性，

市集的購買率不會有顯著差異； 

 

假說 a1：在市場力量下，具標準化軟體元件，三種滿意條件下，元

件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假說 c1：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雙方信任

程度不同，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假說 c2：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雙方信任

程度不同，目錄型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假說 c31：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高信任

型其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交換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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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c32：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低信任

型其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交換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

異； 

 

假說 c33：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不信任

型其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交換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

異； 

 

假說 c4：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雙方信任

程度不同，忠誠目錄型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假說 c51：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高信任

型其忠誠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一般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

無顯著差異； 

 

假說 c52：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低信任

型其忠誠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一般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

無顯著差異； 

 

假說 c53：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不信任

型其忠誠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一般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

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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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研究模式 

 

本研究中軟體元件需求者為買方，軟體元件市集為賣方，其中電子階

層統治是指在買方組織內取得元件，電子市集統治是指買方在中立電子市

集進行元件交易。而交換型電子市集統治是指買方和市集僅有臨時性 1 次

或 2 次交易，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是指買方和市集連續重複交易次數大於

2次。忠誠目錄型市集統治指買方和市集連續重複交易次數大於 2次且對

此市集累積採購大於六成。一般目錄型市集統治指買方和市集連續重複交

易次數大於2次且對此市集累積採購小於等於六成。各種市集關係如圖 13。 

交換型市集

一般目錄型市集

忠誠目錄型市集

 

圖 2市集關係圖(陰影部分代表目錄型市集，外框代表整體市集) 

各種購買率定義如下： 

1. 市集購買率(Bm)為：經市集完成交易的需求者佔整體需求者比例。 

2. 目錄型市集購買率(Bc) (連續購買率)為：經目錄型市集完成的交

易，佔整體需求者比例。 

3. 忠誠目錄型市集購買率(Bcl)  (連續累積購買率)為：經忠誠目錄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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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完成的交易，佔整體需求者比例。 

4. 一般目錄型市集購買率(Bcg) (連續不累積購買率)為：經一般目錄型

市集完成的交易，佔整體需求者比例。 

 

起始交易策略族群包含兩種策略 (1) 謹慎型：雙方信任程度和交易利

潤相乘，偏好度函數表示成方程式 1-a (2) 權變型：雙方信任程度和交易

利潤相加，偏好度函數表示成方程式 2-a 。交易策略的剖析樹包含 10 個

終端集元素（s, p, t0, t1 ,es1, el1, es0,el0 ,0.5, 1）和 3個功能集元素（*, +, -）(圖

4)，一起參與 GP演化。 

 

 

Preference =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1+t0)     方程式 1-a 

Preference = (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1-1+t0-1)    方程式 2-a 

 

其自變數(構念)操作型定義如下(參考圖 12)： 

1. 軟體元件標準化程度(s)：指軟體元件是否具備 COM、Java、

CORBA三種市場標準(defacto standard)或產業標準(dejure 

standard)之一， s =1，具備。 

 

2. 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p)：0<p<=1，p值愈低特殊性程度

愈低，亦即功能通用性(1-p)愈高；功能通用性為元件功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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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標的正規化。而元件功能通用指標：該元件中方法和其

他元件方法，屬於同一類功能的平均次數(指標值愈大表示該

元件愈通用)。 

 

3. 學習效率(el1)：指賣方對於軟體元件獲得、測試、分類、銷售

和服務學習效率；學習效率(el0)：指買方對於軟體元件搜尋、

評估、採購、組裝和維護學習效率。 

  

由方程式 3 得到方程式 3-1 和方程式 3-2 

 

el1= max(b_l1, b_l1 +(1- b_l1)*(1-(1/(l_f1*n_m+1-l_f1))))   方程式 3-1 

 

el0=max(b_l0, b_l0 +(1- b_l0)*(1-(1/(l_f0*n_m+1-l_f0))))    方程式 3-2 

 

學習效率(el1、el0)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5)，有下列性質： 

(1)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

雙方持續交易次數(n_m)增加而增加;   

(2) 由於是標準化元件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學習

效率( b_l0 or b__l1 ) 

(3)買賣雙方彼此學習效率，屬於相同形態但學習因子(l_f0 or l_f1)

和基本學習效率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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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模效率(es1)：指賣方對於軟體元件獲得、測試、分類、銷售

和服務規模效率；規模效率(es0)：指買方對於軟體元件搜尋、

評估、採購、組裝和維護規模效率。 

 

由方程式 4 得到方程式 4-1 和方程式 4-2  

 

es1= max(b_s1, b_s1 +(1- b_s1 )*(1-(1/(s_f1*n_b1+1-s_f1)))) 方程式 4-1 

es0=max(b_s0, b_s0 +(1- b_s0 )*(1-(1/(s_f0*1+1-s_f0))))    方程式 4-2 

 

規模效率(es1、es0)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4)，有下列性質： 

(1) 賣方規模效率會隨著銷售元件數(買方數量，n_b1)增加而增加，買

方規模效率會隨著組裝元件數(Qb) 增加而增加為基本規模效率

(假設 Qb=1，見註 4)。 

(2) 由於是標準化元件，賣方存在著基本規模效率(b_s1)當 n_b1=1，買

方存在著基本規模效率(b_s0)當 Qb =1 

(3) 買賣雙方彼此規模效率，屬於相同形態但規模因子(s_f0 or s_f1)和

基本規模效率可能不同。 

 

5. 信任程度(t0)：買方對賣方信任程度；信任程度(t1)：賣方對買方信

任程度。分為基本模式、記憶模式和信任模式定義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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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模式，此模式中信任程度是連續交易次數的函數，並不考慮

交易態度的滿意與否，和是否記得以往的交易態度。其函數(1≧t0

≧b_t0, 1≧t1≧b_t1)表示為圖 6。 

由方程式 5得到方程式 5-1 和方程式 5-2，表示為  

 

t0 = max(b_t0,b_t0+(1-b_t0)*(1-(1/(t_f0*n_m+1-t_f0)))) 方程式 5-1 

 

t1= max(b_t1,b_t1+(1-b_t1)*(1-(1/(t_f1*n_m+1-t_f1)))) 方程式 5-2 

 

信任程度(t1、t0)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6），有下列性質：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雙方

持續交易次數(n_m)增加而增加;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 (b_t0 or b_t1) (方程式 

5-1,5-2)；  

c. 當交易不持續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基本信任，再重新學習適應； 

d.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_f0 or t_f1)和基

本信任可能不同。 

 

(2) 記憶模式，信任程度是連續滿意交易次數的函數，其函數(1≧t0

≧b_t0, 1≧t1≧b_t1)表示為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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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中，最前三次交易滿意與否是隨機產生，其後任何一次交易態

度滿意與否取決於記得的前面三次交易態度和滿意方式。而記得的態度受

記憶函數的影響，此記憶函數為一遞減函數。亦即，本次交易記得前一次

交易態度有 0.7的機率是原來交易態度，記得前前次交易態度有 0.5的機

率是原來交易態度，記得前前前次交易態度的有 0.3的機率是原來交易態

度。此模式在決定本次交易態度時，可分為以下三種滿意方式： 

 

a. 記憶型： 

本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如果 E(Ac)＞Ac，反之 

本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如果 E (Ac)≦Ac，其中 

 

  E(Ac): 本次交易期望態度值 

  Ac: 本次交易實際態度值，是隨機產生 

   E(Ac)= ΣWi×Ami  , i=1,2,3 

 

   Ami=1 ,記得前面第 i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Ami=0 ,記得前面第 i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Wi :前面第 i次交易的權重，W1 =0.5，W2 =0.3，W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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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低滿意型： 

本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如果 E(Ac)＞Ac，反之 

本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如果 E (Ac)≦Ac，其中 

  

  E(Ac): 本次交易期望態度值 

   Ac: 本次交易實際態度值，是隨機產生 

   E(Ac) =1, 如果存在 Ami=1，  i=1,2,3 

   E(Ac) =0, 如果不存在 Ami=1， i=1,2,3 

 

亦即，只要記得前面三次交易，其中有一次交易態度為滿意，則本次

交易期望態度為滿意。 

 

c. 高滿意型： 

本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如果 E(Ac)＞Ac，反之 

本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如果 E (Ac)≦Ac，其中 

  

  E(Ac): 本次交易期望態度值 

    Ac: 本次交易實際態度值，是隨機產生 

    E(Ac) =0 , 如果存在 Ami=0，  i=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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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 =1, 如果不存在 Ami=0， i=1,2,3 

 

亦即，只要記得前面三次交易，其中有一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則本

次交易期望態度為不滿意。 

信任程度(t1、t0)由方程式 6得到方程式 6-1 和方程式 6-2，為一

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7）。 

t0 = max(b_t0,b_t0+(1-b_t0)*(1-(1/(t_f0*n_m+1-t_f0)))) 方程式 6-1 

 

t1= max(b_t1,b_t1+(1-b_t1)*(1-(1/(t_f1*n_m+1-t_f1)))) 方程式 6-2 

 

有下列性質：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

賣雙方持續滿意交易次數(n_m)增加而增加;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 (b_t0 or b_t1) (方

程式 6-1,6-2)；  

( c). 當交易不連續或不滿意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基本信任，再

重新學習適應  

(d).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_f0 or 

t_f1)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12 

(3) 信任模式分為三種： 

a. 高信任型(1≧t0≧b_t0, 1≧t1≧b_t1)：基本信任為 b_t0 或

b_t1，不滿意時仍然維持基本信任為 b_t0 或 b_t1 (圖 7 )； 

 

信任程度(t1、t0)表示為方程式 6-1 和方程式 6-2，為一遞增函數

但是報酬遞減（圖 7），有下列性質：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

雙方持續滿意交易次數(n_m)增加而增加;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 (b_t0 or b_t1) (方程

式 6-1,6-2)；  

( c). 當交易不連續或不滿意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基本信任，再重

新學習適應  

(d).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_f0 or t_f1)

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b. 低信任型(1≧t0≧0, 1≧t1≧0)：基本信任為 b_t0 或 b_t1，不滿意

時基本信任下降為 0 (圖 8 )。 

 

由方程式 6a可以得到 6a-1和 6a-2。信任程度(t1、t0)表示為方程

式 6-1 和方程式 6-2，和方程式 6a-1 和方程式 6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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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 max(0, (1-(1/(t_f0*n_m+1-t_f0)))) 方程式 6a-1 

 

t1= max(0,(1-(1/(t_f1*n_m+1-t_f1)))) 方程式 6a-2 

 

有下列性質：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

雙方持續滿意交易次數(n_m)增加而增加;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 (b_t0 or b_t1) (方

程式 6-1,6-2)；  

(c ). 當交易不連續或不滿意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 0，再重新學習

適應(方程式 6a-1,6a-2):  

(d).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_f0 or t_f1)

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c. 不信任型(1≧t0≧-1, 1≧t1≧-1) (1≧信任≧-1)：基本信任為 b_t0 

或 b_t1，不滿意時基本信任下降為 0(圖 8 )，連續兩次不滿意時

信任下降為-b_t0或 -b_t1，並且隨著連續不滿意次數增加而遞減

(圖 9 )。 

 

由方程式 6b可以得到方程式 6b-1，方程式 6b-2。信任程度(t1、t0)

表示為方程式 6-1 ，6-2和方程式 6a-1，6a-2, 6b-1, 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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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 - b_t0 -(1- b_t0)*(1-(1/(t_f0*(n_m-1)+1-t_f0))),  n_m ≧2  方程式 6b-1 

 

t1 = - b_t1 -(1- b_t1)*(1-(1/(t_f1*(n_m-1)+1-t_f1))),  n_m ≧2  方程式 6b-2 

 

有下列性質：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

賣雙方持續滿意交易次數(n_m)增加而增加;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 (b_t0 or b_t1) (方

程式 6-1,6-2)；  

( c). 當交易不連續或不滿意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 0，再重新學

習適應 (方程式 6a-1, 6a-2)，連續不滿意時信任下降為-b_t0 

或-b_t1，並且隨著連續不滿意次數(n_m)增加而遞減(方程式 

6b-1, 6b-2)； 

(d).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_f0 or 

t_f1)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根據研究模式和欲檢定的假說，進行實驗設計。 

3.2 實驗設計 

本研究進行四個模擬實驗：針對交易策略、功能特殊性、滿意條件和

信任程度進行實驗並檢定 12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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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進行交易策略實驗以檢定假說 d1，在基本模式下進行 10次50

世代的模擬實驗，觀察和分析元件電子市集突現過程中，權變型和謹慎型

兩種交易策略的消長，是否採用謹慎型交易策略的比例和採用權變型交易

策略的比例無顯著差異。 

 

隨後，再以上個實驗中勝出的交易策略，進行其它三個實驗。其中，

功能特殊性實驗：在基本模式下，以不同元件功能特殊性(0.15,0.55, 

0.95)，分別進行 10次100世代的模擬實驗，以檢定假說 b1(不同功能特

殊性元件，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然後，進行滿意條件實驗以檢定假說a1：以元件功能特殊性為 0.55，

在記憶模式下，分別在不同滿意條件(高滿意、記憶、低滿意)下，進行 10

次100世代的模擬實驗，來觀察和分析元件電子市集的突現過程，以檢定

假說a1( 三種滿意條件下，元件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最後，進行信任程度實驗：在記憶型滿意條件下，信任模式中，元件

功能特殊性為 0.55下，比較雙方信任程度不同下(高信任型、低信任型和

不信任型)，分別進行10次100世代的模擬實驗，以檢定假說c1(雙方信任

程度不同，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和假說c2(雙方信任程度不同，

目錄型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假說c31(高信任型其目錄型市集的

購買率和交換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假說c32(低信任型其目錄型市

集的購買率和交換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假說c33(不信任型其目錄

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交換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假說c4(雙方信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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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忠誠目錄型電子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和假說c51(高信任型其

忠誠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一般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著差異)， 

c52(低信任型其忠誠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一般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無顯

著差異)、c53(不信任型其忠誠目錄型市集的購買率和一般目錄型市集的購

買率無顯著差異)。 

 

GP實驗參數如表 8，供需雙方相關參數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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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P 實驗參數 

Parameters/Variable Value/element/method 

Population size, m*n (markets *buyers) 2*60 

numbers of generation,gMax 100 

Probability of creating a tree by reproduction, Pr 0.1 

Probability of creating a tree by crossover, Pc 0.8 

Probability of creating a tree by mutation, Pm 0.1 

Probability of internal nodes selection under crossover 0.2 

Maximum depth size for crossover, Dc 11 

Tournament size, St 2 

Function set +, -, *  

Terminal set s, p, t0, t1 ,es1, el1,es,el0 ,0.5,1 

Criterion of fitness 最大偏好度 

initial population 謹慎型，權變型   

Basic selection method Tournament selectio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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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需雙方參數 

Parameter/variable Value 

range 

Value used 

n_m numbers of consecutive match  [0,gMax] Depend on DCR match 

S standardization of component 1 1 

p Functional particularity of component[註 2] 0<p<=1 (0.15, 0.55, 0.95) 

b_t0 base trust (Buyer or demander) (0,1) 0.3 

t_f0 trust factor (Buyer) [0,1] 0.5 

b_l0 Base learning efficiency(buyer) (0,1) 0.1 

l_f0 Learning factor(Buyer) [0,1] 0.5 

b_s0 Base scale efficiency(buyer) (0,1) 0.1 

s_f0 Scale  factor (Buyer) [0,1] 0.5 

Tb Minimum tolerance preference(Buyer) [註 3] (0,∞) 0.0016 

Qb Maximum offer quota (Buyer) [註 4] [1, ∞] 1 

b_t1 base trust (Seller, market) (0,1) 0.3 

t_f1 trust factor(Seller)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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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_l1 Base learning efficiency(seller) (0,1) 0.1 

l_f1 Learning factor(Seller) [0,1] 0.5 

b_s1 Base scale efficiency(seller) (0,1) 0.1 

s_f1 Scale  factor (Seller) [0,1] 0.5 

Ts Minimum tolerance preference (Seller) (0,∞) 0.000001 

Qs Maximum acceptance quota (Seller) [註 5] [1, ∞]  60 

n_b1 Transact with the number of buyers [0, Qs] Depend on DCR match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 對同一元件，假設在每個市集的功能特殊性皆相同。 

[註 3]為簡化模式，本研究假設電子市集的最小臨界偏好度=Tb， 亦即偏好度大於 Tb

時，才會向市集尋找適當元件。 

[註 4] 為簡化模式假設每個需求者在每ㄧ世代最多下一個訂單(Q b=1)，每一個訂單包含

一個元件。因此買方數量等於賣方銷售元件數量。 

[註 5] 假設每個市集供應元件種類有限而且線上服務限制，僅能接受有限的訂單，且可

以接受的最多訂單數(Qs)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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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理人為基礎的計算經濟研究途徑，在參數的選擇有很大的空間，

表 8和 9內的參數代表一個典型的情境，用以說明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的突

現。其中部份參數值是任意指定，有賴進一步做參數的敏感度分析，以了

解其他參數對結果的影響。 

 

下一節說明在實驗中所用的模擬演算法。 

3.3 模擬模式 

本研究用GP based ACE進行模擬計算，其模擬演算法如表 10到表 12。 

  

表 3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模擬模式之虛擬碼 

Begin 

/*Initialize Simulation World*/ 

For (run=1 to runMax)  // run 

/*  Initialize populations of GP with 3 functional nodes and 10 terminal nodes，put 

init individual with equal number of different node (*, +, -)， 方程式 1-a,  2-a, , set 

quota to traders, set parameters like table 8 and 9 */ 

  For (g=1 to gMax)   // generation  

/* Calculate  markets’ and  buyers’ preference for all m x n agents of GP  

(m markets and n buyers)   

markets’ preference function & buyers’ preference function share common tree of 

GP, but may have different terminal nodes  

markets’ preference function: Preferencemarket (s, p, 0, t1 ,es1, el1, es0 ,el0 , 0.5 ,1)  

buyers’ preference function: Preferencebuyer (s, p, t0, 0 ,es1, el1, es0 ,el0,0.5, 1)  */  

        MatchTrader();  // DCR match, 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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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ot match then  

      MakeByItself(); 

Else  Trade(); 

UpdatePreferenceBuyer()   

/*update average preference of buyers 

IF NOT match     add  max(min(Tb , gpij  ),0)  

      match       add Preferencebuyer (match gpij) */ 

UpdateMakeProp(); // update proportion of unified governance  

UpdateMarketProp(); // update proportion of market governance 

UpdateCataMarketProp(); // update proportion of catalog market governance 

RealPreference(GP);  

/* fitness function: Preference(not match gpij )=Ts + max(min(Tb, gpij ), 0)  

   Preference(match gpij) = Preferencemarket (match gpij)+ 

               Preferencebuyer (match gpij) */ 

 EvolveGen();// 見表 12  

Endfor   // gMax 

Endfor  //runMax  

End; 

 

[資料來源：本研究](流程圖見附錄 一) 

 

表 4 MatchTrader() 的虛擬碼 

// DCR ( deferred choice and refusal match algorithm)(Klos & Nootboom, 2001) 

STEP 0: initialized  Tb, Ts, Qb , 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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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preference score for buyers and markets ( two m*n matrix) 

STEP 1: Every buyers request maximum Qb to markets.   

STEP 2: markets provisionally accepts a max of Qs requests from its most preferred 

acceptable buyers and rejects the rest. 

STEP 3: each buyer that was rejected in any step fills its quota Qb in the next step 

by sending request to next-most-preferred, acceptable markets that it has 

not yet send a request to.  

STEP 4: each market provisionally accepts the requests from a max Qs most 

preferred acceptable buyers from among newly received and previously 

provisionally accepts request and rejects the rest. As long as one or more 

buyers have been rejected, go back to STEP 3.  

STOP : buyer has no more requests or no more rejects from market. 

RETURN   

 

[資料來源：本研究] (實例見附錄 二)  

 

表 5 EvolveGen() 的虛擬碼 

Let individualAgent = 0; 

While individualAgent < = m*n  do  

Switch  Random(Reproduction, Crossover , Mutation)  

Case R:  

gpij,g+1= TournamentSelect from random choice one pair of RealProfit(GPg) 

individualAgent = individualAgent + 1;  

break;  

Case C:  

gpij,g= TournamentSelect from random choice one pair of RealProfit (GPg) 



 

 23 

gpij+1,g= TournamentSelect from random choice one pair of RealProfit (GPg) 

(gpij,g+1, gpij+1,g+1 ) = crossover(gpij,g , gpij+1,g) 

individualAgent = individualAgent + 2;   

break; 

Case M:  

gpij,g= TournamentSelect from random choice one pair of RealProfit (GPg) 

gpij,g+1 = mutation(gpij,g ) 

individualAgent = individualAgent + 1;   

endswitch; 

enddo; 

Return; 

[資料來源：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