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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批量排程問題是指利用單一機器生產

多種產品時，對產品的生產順序進行排序，並決

定生產批量的大小以及何時該開始生產，目標為

得到最小的平均總成本，且生產排程必須為合理

可行。本研究探討在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

法來改變產品的生產速率，以求解經濟批量排程

問題。本研究利用粒子群演算法搜尋最佳的產品

週期乘數之組合，以求得最低的平均總成本。數

據結果顯示利用簡單的固定速率法可以比傳統的

解法求解出更低的成本。 

 

關鍵字：經濟批量、基本週期、固定速率、粒子

群演算法。 

 

一、前言 

 

由於單一機器在任意時間下只能生產一種產

品的限制，當面臨生產多種產品時，需要對這些

產品進行排序生產；因此產生了經濟批量排程問

題 (Economic Lot Scheduling Problem, ELSP) 。

ELSP 最早在 1958 年由 Rogers[1]提出，是指利用

單一機器生產多種產品時，對產品的生產順序進

行排序，並決定生產批量的大小以及何時該開始

生產，目標為得到最小的總生產成本，且生產排

程必須為合理可行。圖 1 說明經濟批量排程問題

的運作情形；T 代表一個生產週期，在這週期內

需生產 n 種產品，並每隔週期時間 T 重複執行。

而經濟批量排程問題求解的目標即為週期 T 的長

度以及每個週期中 n種產品的生產數量。 

ELSP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受到許多學者的矚目，

並廣泛應用在金屬成型、電子產業、汽車、塑膠

生產、紡織品及地毯產業等[2]。 

為了更貼近現實的生產情形，學者們提出多

種 ELSP 延伸的研究，Clausen and Ju[3]提出生產

系統包含生產與組裝情形的 ELSP，即在組件生產

完後須將組件組裝完成才能銷售。蔣其軒[4]考慮

生產機台可能因長久使用而耗損，而生產出瑕疵

品的不完美生產系統 ELSP。Tang and Teunter[5]

提出產品損壞時會回收的 ELSP 模式，利用回收

的瑕疵品修復完成後來滿足部份的生產需求。

Chang and Yao[6]考量因生產時可能產出瑕疵品，

須在內部經過修復才能對外銷售的 ELSP。 

而以往的研究通常假設生產時機器是以最大

生產速率進行生產，但這會造成機器產能滿足產

品需求量後，機器可能仍有閒置的時間。Buzacott 

and Ozkarahan[7]指出利用機器閒置時間降低生產

速率來進行生產，以降低存貨水準進而得到更低

的總成本；亦即在一生產週期時間中，一產品能

變更一次生產速率，而此新速率會低於最大速率，

接下來便以此新的生產速率進行循環生產，此方

法稱為固定速率法(fixed rate approach)。圖 2說明

固定速率法的概念；短線虛線為機器以最大速率

生產的成本函數，此時便會產生機器閒置時間且

存貨持有成本達到最高，因此為了充分利用機器

的閒置時間，降低其生產速率並用原先的閒置時

間來進行生產，如此便能降低該時段的存貨持有

成本(以長短線虛線表示)，進而達到降低生產總

mailto:youngcyj@thu.edu.tw


ISSN 1812-8572               (2017)計量管理期刊 vol, 14. no.1 page 6-1~6-16 

6-2 

成本的效果，圖 2 的灰色三角形區塊即為可節省

的生產成本。 

以往應用固定速率法求解經濟批量排程問題

的研究，都是在共同週期法下探討產品的速率變

更問題。然而，基本週期法可以求得比共同週期

法更好的解答。因此，本研究將建構一個在基本

週期法下可以使用固定速率法來進行生產的經濟

批量排程問題之數學模式，並應用粒子群演算法

來求解本論文的問題。 

本研究的第二節是文獻探討，說明經濟批量

排程問題的各種解法的差異以及速率變更的議題。

第三節則是本研究在基本週期模式下以速率變更

求解經濟批量排程問題的數學模式和求解方法；

第四節是求解的數值範例和隨機實驗。第五節是

本研究的結論。 

 

二、文獻探討 

 

經濟批量排程問題最早是由 Rogers[1]所提出，

此問題已由 Hsu[8]證明為一 NP-Hard問題。 

自經濟批量排程問題被提出後，學者逐漸對

其投入研究，Elmaghraby[9]將求解此問題的解法

分類為(1)分析式解法(analytic approaches)及(2)啟

發式解法(heuristic approaches)。分析式解法一般

可以得到最佳解或近似最佳解，需耗費大量時間

來求解。而啟發式解法的目的則在於縮小問題的

求解範圍以增加解題的速率及求解大型問題的能

力，但通常只能求得較好的可行解。 

常見的分析式解法有：獨立解法(Independent 

Solution approach, IS)、共同週期法 (Common 

Cycle approach, CC)和基本週期法 (Basic Period 

approach, BP)以及延伸基本週期法(Extended Basic 

Period approach, EBP)等四種，以下將對此四種解

法做進一步介紹。 

獨立解法將各個產品的生產成本獨立計算；

由於忽略了單一機器在同一時間只能生產一種產

品的假設，因此得出的解雖然很好但卻未必是可

行解。 

共同週期法由 Hanssmann[10]提出，假設為每

個產品在每個週期都要生產，之後便以此週期時

間重複循環生產。獨立解法的解答不一定可行，

但可以視為 ELSP 的成本下限之指標。共同週期

法的解必定可行但求出的成本較高，其解可做為

ELSP 的成本上界，即可接受的最差解。如何求得

在成本上下界之間的最佳可行解，便為學者們一

直以來研究的目標。 

基本週期法為 Bomerger[11]所提出。其假設

每個產品都有一個週期乘數 ki，即每 ki 個週期生

產一次，而每生產一次，必須滿足 ki 個週期的需

求。基本週期法假設所有產品在第一個生產週期

都要進行生產，之後的各個週期中要生產哪些產

品就視產品的週期乘數而定。表 1 說明基本週期

法的概念，如產品三的週期乘數為 3，在第一個

生產週期之後，將每 3 個週期才進行生產，即在

第 4、7 和 10 等週期才進行生產。基本週期法可

以比共同週期法得到較低的總成本。當產品週期

乘數為 1 時，如產品一，其解法將與共同週期法

相同，因此可以說共同週期法是基本週期法中的

一個特例。而基本週期法產生的排程，除了第一

個週期時所有產品都要生產以致機器負荷較重外，

往後的週期機器將有較多的閒置時間，易造成機

器產能的浪費及不易找尋最佳解的機會。 

延伸基本週期法限制一產品的起始生產週期可

以從首 ki個週期中擇一生產，然後每隔 ki個週期

重複生產，此方式改善了基本週期法中第一個週

期所有產品都必需生產的限制條件，進而避免往

後的週期機器可能有過多閒置時間的缺點；卻也

衍生一組週期乘數{ki}可以產生多種可能的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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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額外花費時間進行確認哪些排程為可行。 

自 ELSP 被提出後，許多學者為了使其更貼

近現實的生產情況，也開始對 ELSP 延伸出各方

面的探討，Dobson[12]提出 ELSP的延伸模式，探

討 ELSP 的整備時間與生產順序相依關係。

Khoury et al. [13]考量單一機台產能不足情況下的

ELSP，即以單一機台生產，但此機台無法滿足所

有的需求時，該如何產生最大效益。 

Giri et al. [14]和蔣其軒[4]考慮因為長期的生

產使機台耗損，可能導致機台失控的不完美生產

系統之 ELSP。他們將機台分為操控狀態與失控狀

態，而經由長期的生產過程，生產系統會根據指

數分配由操控狀態轉移至失控狀態，當機台失控

時便會產生出瑕疵品，需經由維修使機台回復至

操控狀態。 

Tang and Teunter[5]提出產品有回收情況的

ELSP 模式，即生產系統中的部分需求，可以藉由

外部回收的瑕疵品修復後加以滿足，此類型問題

稱為有回流情形的 ELSP 模式(ELSP with Returns)。

張孝裕[15]探討在倉儲有限的情況下，應用可變

動生產速率的方式來求解 ELSP。Transchel and 

Minner[16]探討了在倉儲有限的情況下，多產品共

用一個倉庫時，動態定價與倉庫的補給調度問題。 

Chang and Yao[6]提出因生產時可能產出瑕疵

品，因此須將瑕疵品修復後才能銷售的 ELSP，此

類型問題稱為有重製情形的 ELSP模式(ELSP with 

Reworks)，而重製情形與回流情形不同處在於，

重製是在瑕疵品尚未銷售前即在內部進行修復，

回收則是銷售出後由外部回流並修復。 

而陳世杰等[17]進一步探討由於生產時可能

會產生瑕疵品，因此加入產品檢驗的機制，則該

如何同步規劃生產排程與產品檢驗，以發現瑕疵

品並即時地加以修復，此類型問題稱為經濟批量

檢驗與排程問題 (Economic Lot Inspection and 

Scheduling Problem, ELISP)。 

以往經濟批量排程問題的研究中，通常假設

機器是使用最大的生產速率來進行生產，然而有

學者發現：當機器生產完成後仍有閒置時間時，

降低生產速率以有效利用閒置時間來進行生產，

可以得到較低的單位時間存貨成本，進而降低生

產總成本。 

而其中一種降低生產速率的方式為固定速率

法。固定速率法主要是因為應用機器生產完成後

的閒置時間，得以降低一產品的最大生產速率來

進行生產，使單位時間的存貨成本較原來最大生

產速率時為低。Buzacott and Ozkarahan[7]提出應

用固定速率法求解經濟批量排程問題，並提出一

模型說明固定速率法可省下的成本。 

Silver[18]指出在共同週期法下利用固定速率

法規劃生產排程時，只需要降低一個產品的生產

速率，其餘產品仍以最大速率來進行生產，便能

達到節省成本的效果。張育仁和吳京育[19]整合

集群遺傳演算法和固定速率法，求解相同多機的

ELSP，透過機台的產品指派，能將各機台的閒置

時間彙整到單一機台，以作最大化的利用，達到

降低總成本的目標。 

Khouja[20]延續 Silver[18]的研究，以固定速

率法求解不可靠生產系統的經濟批量排程問題模

式，此不可靠系統的假設是指：當生產系統的生

產批量和生產速率增加時，將會導致產品品質水

準退化的情形發生。其研究發現在不可靠生產系

統的假設之下，品質水準的惡化將導致批量大小

和生產速率的提高。 

除了分析式解法和啟發式解法之外，由於在

基本週期法和延伸基本週期法下，產品週期乘數

的組合對求解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為了能搜尋

出最佳的產品週期乘數組合，有些研究也嘗試以

各種搜尋演算法來求解經濟批量排程問題，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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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多點平行搜尋

的特性，來求解各產品的週期乘數，透過優化週

期乘數組合的方式來降低成本。 

Khouja et al. [21]使用基因演算法和基本週期

法來求解 ELSP，先以基因演算法求解出產品的週

期乘數，並使用 Bomberger[11]的產品資料作數據

實驗。Soman et al. [22]使用一個類似分枝界限法

的搜尋演算法求解 ELSP，數值實驗結果顯示能求

得優於共同週期法的結果。Yao et al. [23]設計一

混合式基因演算法(hybrid genetic algorithm)來求解

ELSP，並搭配搜尋演算法產生多組可行的候選解，

不同於以往只產出一最佳解的模式，提供多組解

讓管理者參考。 

粒子群演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是近來常被學者使用的方法，是由 Eberhart 

and Kenned[24]提出，其具有快速收斂、較少的參

數設定和適用於動態環境的能力等優點。粒子群

演算法的起源於觀察自然界中鳥群的群體覓食最

佳化行為，基本觀念是模擬鳥類的群體覓食行為

所建構的群體智能模式，通過鳥群覓食時，個體

之間的協調和訊息共享來尋找最佳解。 

而由於鳥群會向目前最佳解的方向前進，為

了避免收斂過快而只求得區域最佳解，Eberhart 

and Shi[25]加入了慣性權重(inertia weight)等因素，

使其能有更好的全域搜尋能力，並成為了 PSO 的

標準版本，衍伸出許多應用。 Merwe and 

Engelbrecht[26]利用 PSO 處理資料分群問題，快

速找出最佳化的分群。林子元[27]將 PSO 應用在

半 導 體 晶 圓 廠 設 施 佈 置 問 題 。 Ai and 

Kachitvichyanukul[28]發表了利用 PSO求解車輛途

程問題的研究。Lima et al. [29]提出透過 PSO 與

K-means 實作網路異常偵測，結合此兩種演算法

建立網路異常偵測模型，並以真實網路流量做實

證，顯示該模型能快速的辨識出異常行為，在偵

測率和誤判率都有良好的表現。Li et al. [30]也利

用 PSO 和 K-means 偵測網路異常行為，並以

KDD CUP 99 資料庫做驗證，結果顯示其偵測機

制具有高偵測率及低誤判率。劉宇哲[31]發展一

隨機需求多車種車輛途程問題之數學模式，並應

用 PSO 求解近似最佳的配送路徑，達到成本最小

化的目標。林信宏[32]應用 PSO 於多目標排程問

題研究，並比較利用 PSO 求解與基因演算法求解

的結果，顯示 PSO於該問題能求得更好的解答。 

藉由以上文獻回顧發現，以往學者研究應用

固定速率法變更生產速率的 ELSP 模式時，都侷

限在共同週期法之下探討，並沒有學者探討在基

本週期法下變更生產速率的情形。然而，基本週

期法有較彈性的生產排程，能求出比共同週期法

更好的解，因此本研究便在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

定速率法變更生產速率，對以往的模式做創新突

破。並且不同於以往多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方式，

改以近年興盛的粒子群演算法進行求解，利用其

快速收斂和群體資訊交換的特性，期望能達到優

良的求解效果。 

 

 

圖 1  經濟批量排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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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傳統方法與固定速率法比較 

 

三、研究方法 

 

在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法來求解經濟

批量排程問題時，會因為每個週期生產的產品組

合不同，而導致(一)應如何計算各週期的閒置時

間，(二)每個週期應選擇哪個產品來變更生產速

率，(三)因為在基本週期法下，一產品在各週期

的生產速率不同，那麼該如何計算此產品的平均

總成本，這也是最重要且困難的問題。 

 

基本假設和數學符號 

本研究的基本假設為下： 

1. 所有產品皆由單一機台生產，且機台的生

產力可以滿足所有的需求量。 

2. 同一時間內只能生產一種產品。 

3. 在任何時間點內，產品 i 的需求率 di、生

產速率 pi、整備時間𝑠𝑖、整備成本𝐴𝑖和存

貨持有成本 hi都是已知且不會隨時間改變。 

4. 整備成本與整備時間只與被生產出來的產

品有關，與生產的順序及批量大小無關。 

5. 在一生產週期時間 ki*B 內，產品 i僅會生

產一次。 

6. 產品需求是持續不斷的。 

本研究使用的數學符號定義如下： 

𝐴𝑖：產品 i的整備成本。 

B：基本週期(basic period)的週期長度。 

𝑑𝑖：產品 i的需求率。 

ℎ𝑖：產品 i的存貨持有成本。 

：各週期可以用來降速的閒置時間。 

𝑘𝑖：產品 i的週期乘數。 

n：產品的總數。 

𝑝𝑖：產品 i的生產速率。 

𝑝𝑖,𝑧：產品 i在第 z個週期的生產速率。 

𝑠𝑖：產品 i的整備時間。 

𝑇𝐶𝑖,𝑧：產品 i 在第 z 週期的單位時間平均成

本。 

而本研究的決策變數為{𝑘𝑖}：所有產品的週

期乘數；當最佳的週期乘數{𝑘𝑖}是已知，便可求

得最佳的生產週期、生產批量和平均總成本。 

 

基本週期法的速率變動 ELSP之數學模式 

而因為在基本週期法下，每個週期生產的產

品組合不一樣，而導致求解時有三個問題： 

1 每個週期的機器閒置時間長度不同。 

2 每個週期應用固定速率法降低生產速率的

產品不同。 

3 如何計算一產品的平均單位時間成本。 

而第三個問題是當中最困難的問題。經濟批

以最大速率生產的存貨成本函數 

以較低速率生產的存貨成本函數 

閒置時間 



ISSN 1812-8572               (2017)計量管理期刊 vol, 14. no.1 page 6-1~6-16 

6-6 

量排程問題是以所有產品的單位時間平均總成本

做為判斷解答品質好壞的標準。而傳統 ELSP 的

基本假設是在每個週期內一產品的生產速率是相

同的；因此，當一產品在各週期的生產速率不同

時，有必要建立全新的 ELSP 數學模式，以計算

平均總成本。 

針對第一個問題，因為基本週期法限制第一

個生產週期時要生產所有產品，那麼生產系統在

一個固定的週期長度下，由於第一個週期一定生

產了最多的產品，所以此週期剩餘的閒置時間會

最少，各週期的閒置時間不會比第一週期的閒置

時間更少。因此，一個應用固定速率法求解在基

本週期下的經濟批量排程問題之簡單解法為，以

第一個生產週期的閒置時間作為各週期的降低生

產速率依據；即令所有生產週期的閒置時間都與

第一週期相同。而確定了各週期的閒置時間後，

便依據各週期的產品組合選擇出適合各週期降速

的產品。以此方式決定各週期閒置時間，則一產

品在不同的生產週期降速時，會因相同的閒置時

間而有相同的新生產速率，令本研究得以順利求

解。 

固定速率法在每個週期只需要降低一種產品

的生產速率，其餘產品仍以最大生產速率進行生

產，即可有效降低成本。接著以一個簡單的範例

來說明問題二：決定各週期要降速的產品。由於

已經確定了各週期的閒置時間，那麼要利用降速

取得最低成本的話，選擇該週期單位時間存貨持

有成本(dihi)最高的產品來降速，便能得到最低的

總成本。表 1 說明此概念，此範例共有三個產品

以基本週期法進行生產，產品一的週期乘數 ki 為

1；產品二的 ki為 2；產品三的 ki為 3，單位時間

存貨持有成本(dihi)為 d3h3 > d2h2 > d1h1，而選擇

dihi 最大的產品來做降速生產，將可省下最多的成

本，因此對於降速的產品選擇優先權為產品三 > 

產品二 > 產品一，即依照產品的 dihi 大小來做為

優先權的排序依據。 

接著探討第三個問題：如何計算一產品的平

均單位時間成本。此問題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一產

品在不同週期內可能會有不同的生產速率，而導

致平均單位時間成本的計算複雜化。從表 1 可以

觀察出，雖然各週期產品組合不同，但當到了第

六個週期時，便會成為一循環週期，即 1~6 週期

的產品組合會與 7~12週期的產品組合相同，且因

先前問題一和二提出的解決方式，得以令各循環

週期的閒置時間、降速的產品也相同。以此推論，

每當生產週期達到各產品週期乘數的最小公倍數

時，便會成為一個重複生產的循環週期，因此對

一產品而言，可以加總一個循環週期內的總成本

之和，作為計算平均單位時間成本的依據。 

以表 1 做為範例做進一步說明，令產品 i 在

第 z 個週期內的生產速率是𝑝𝑖,𝑧，產品 i 在第 z 個

週期內的平均單位時間成本𝑇𝐶𝑖,𝑧(𝑝𝑖,𝑧)，可以表達

成公式(2)所示。 

而三個產品的週期乘數最小公倍數是 6，表

示三個產品會以每隔 6 個週期來循環生產。而在

一個循環週期中，產品一在第 1、3、4、5週期是

以正常速率生產，因此產品一在這些週期內的成 

本會相同， 

𝑇𝐶1,1(𝑝1,1)=𝑇𝐶1,3(𝑝1,3)=  𝑇𝐶1,4(𝑝1,4)=  𝑇𝐶1,5(𝑝1,5)，

而在第 2 和第 6 週期會降速生產，因此這兩個週

期的成本也相同，亦即𝑇𝐶1,2(𝑝1,2)=  𝑇𝐶1,6(𝑝1,6)。

因 此 產 品 一 在 此 循 環 週 期 內 的 成 本 為

𝑇𝐶1,1(𝑝1,1)+  𝑇𝐶1,3(𝑝1,3)+  𝑇𝐶1,4(𝑝1,4)+  𝑇𝐶1,5(𝑝1,5)+

 𝑇𝐶1,2(𝑝1,2)+ 𝑇𝐶1,6(𝑝1,6)。而由於是每六個週期為

一個循環生產，因此對產品一而言，每隔六個週

期會有相同的總成本之總和，即第一到六週期的

成本𝑇𝐶1,1~6(𝑝1,1~6)將會等於下一循環週期的成本

𝑇𝐶1,7~12(𝑝1,7~12)。因此，一個產品的平均單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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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成本將可表示為公式(3)所示，其中 K 為所有產

品之週期乘數{ki}的最小公倍數。 

在前述的假設之下，本研究以固定速率法求

解在基本週期法下經濟批量問題的數學模式可以

描述如公式(1)到公式(7)所示。 

公式(1)是用來計算本問題的平均總成本。和

以往的 ELSP 不同的是，由於一產品在不同週期

可能會因速率變更，而有不同的平均單位時間成

本，從而造成無法比較解答的品質好壞。而本研

究令所有產品的週期乘數的最小公倍數為 K，一

產品以 K 個週期循環生產時，K 個週期內的成本

總和會相同。因此，公式(1)是求取 K 個週期內的

所有產品之平均單位時間成本之總和作為解答。 

公式(2)用來計算一產品 i 在第 z 個週期的生

產成本 TCi,z；若產品 i 在第 z 個週期沒有生產，

則 TCi,z=0。公式(3)用來計算一產品在 K個週期內

的平均總成本。 

公式(4)用來判斷一個週期的時間長度 B 是否

足夠讓所有產品生產完成。因為基本週期法要求

第一個週期時所有產品都要生產，因此在第一週

期會需要最多的時間來進行生產；所以理論上，

只要週期長度 B 滿足第一週期所有產品的生產需

求，B 就能滿足所有週期的生產需求，即是一可

行解。 

公式(5)用來計算產品 i 在第 z 個週期的生產

速率；一產品 i 的生產速率依照此產品在該週期

的狀況而有三種可能： 

1. 產品 i 沒有在第 z 個週期內生產，其生產

速率是為 0。 

2. 產品 i 有在第 z 個週期內生產；但沒有降

速。 

3. 產品 i 有在第 z 個週期內生產；且有降速

生產。 

因為第一週期限制所有產品都要生產，所以

在生產最多產品的情況下，第一週期的閒置時間

應該最小，即表示其他週期的閒置時間不會少於

第一週期的閒置時間。公式(6)便是用來計算第一

週期的閒置時間，也作為其他各週期的閒置時間。

當已知閒置時間為公式(6)所示時，那被選定要變

更生產速率的產品 i 之新生產速率之計算方式可

以如公式(5)所示。 

 

 

 

min TC = ∑ 𝑇𝐶𝑖
𝑛
𝑖=1  (1) 

𝑇𝐶𝑖,𝑧(𝑝𝑖,𝑧) = {
0                                                     若產品𝑖在第𝑧個週期沒有生產

𝑎𝑖

𝑘𝑖𝐵
+

𝑘𝑖𝐵𝑑𝑖ℎ𝑖

2
(1 −

𝑑𝑖

𝑝𝑖,𝑧
)                    若產品𝑖在第𝑧個週期有生產

 (2) 

TC𝑖 =
∑ 𝑇𝐶𝑖,𝑧(𝑝𝑖,𝑧)
𝐾
𝑧=1

𝐾
   (3) 

∑ (𝑠𝑖 +
𝑑𝑖𝑘𝑖

𝑝𝑖
𝐵) ≤ 𝐵𝑖    (4) 

𝑝𝑖,𝑧

{
 
 

 
 0                                                      若產品𝑖在第𝑧個週期沒有生產

𝑝𝑖                                   若產品𝑖在第𝑧個週期生產，但沒有降速
𝑑𝑖𝑘𝑖𝐵

𝐼+
𝑑𝑖𝑘𝑖𝐵

𝑝𝑖

                              若產品𝑖在第𝑧個週期生產，且有降速
  (5) 

I = B − ∑ (𝑠𝑖 +
𝑑𝑖𝑘𝑖

𝑝𝑖
𝐵)𝑖  (6) 

𝑘𝑖 = 2
𝑢𝑖   𝑢𝑖 ∈ 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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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週期法下，求解一產品 i的週期乘數 ki

為一關鍵問題，本研究使用二冪策略，亦即 ki 必

須是 2 的次方數。因為二冪策略能有效縮減搜尋

空間，且可以取得優良的解答，因此許多探討

ELSP 的研究在求解以基本週期為基礎的解法時，

如 BP 法和 EBP 法，均使用二冪策略來求解週期

乘數 ki。本研究也使用二冪策略來決定一產品的

ki值。公式(7)說明 ki的定義。 

 

粒子群演算法 

在基本週期法中，產品週期乘數{ki}組合將直

接影響到解的優劣，因此本研究便利用粒子群演

算法來求解{ki}組合，藉由其快速收斂和資訊交換

的特性，在短時間內求出一優良的可行解。 

PSO 是透過大自然中鳥類群體覓食的行為當

作模擬依據。當鳥群在尋找食物的時候，除了會

根據自己過去覓食的經驗來判斷最佳覓食地點之

外，也會藉由群體間彼此的分享溝通，如目前同

伴們找到的最佳覓食地點在何處；鳥群利用(1)自

己搜尋過的最佳覓食地點和(2)同伴搜尋過的最佳

覓食地點，比較自己和同伴找到的地點優劣後，

逐步地朝向最佳地點移動，並在途中持續地更新

和交換資訊；即比較途中搜尋到的地點是否比目

前最佳地點更好。若發現比現有還要好的地點時，

便會發出信息通知全體，最後所有的鳥群都能朝

向較佳的地點去做移動。透過如此資訊的交換，

讓所有的鳥都能逐步朝最佳地點移動而不至於偏

離太遠，達到快速收斂的效果。 

在 PSO 中，搜索空間可看成最佳化問題的設

計空間，若是在一個多維的情況，可用 i 來代表

所處的維度(亦即產品 i)，n 即為維度的總數(亦即

產品的個數 n)；族群中的每一隻鳥稱為「粒子」

(particle)，而其在多維空間中漫步的位置，便是

此最佳化問題的一個隨機解。此粒子在搜尋空間

所處的位置可以𝑦𝑏,𝑖
𝑗
表示，b 表示族群中第 b 個粒

子，i 表示所處的維度，j 為粒子第 j 次走的位置；

一個粒子 b 在空間中走過的每個位置，可以用一

位置向量𝑝𝑣𝑏
𝑗
 = [𝑦𝑏,1

𝑗
,𝑦𝑏,2
𝑗

,𝑦𝑏,3
𝑗

, …, 𝑦𝑏,𝑛
𝑗

]來表示，此

向量可以對應到一問題所需要的參數解。以本研

究的目標問題而言，一粒子所處的位置向量即可

視為所有產品的週期乘數組合。而一粒子的位置

向量的適應值(fitness value)可以𝑓(𝑝𝑣𝑏
𝑗
)表示，𝑝𝑣𝑏

𝑗

代表粒子 b 在第 j 次的位置向量，而𝑓(𝑝𝑣𝑏
𝑗
)即為

對映𝑝𝑣𝑏
𝑗
位置應用目標函數(即公式(1))計算出的平

均總成本(亦即適應值)。本研究利用 PSO 在多維

空間中做有目標性的搜尋，找出最佳適應值所處

之位置向量，而此位置向量即為本研究的最佳產

品週期乘數組合，最佳適應值即為求得的最低平

均總成本。 

粒子在搜尋過程中會記憶每個走過的位置，

並將這些位置的適應值做比較，找出一最佳值，

此最佳值稱為個體最佳解(individual best)以 pbest

表示。粒子除了擁有本身的認知資訊外，在搜尋

過程中也不斷與全體粒子進行資訊交換，而獲得

目前全體資訊的最佳位置與其對應的適應值，稱

為全體最佳解(global best)以 gbest表示。每個粒子

於空間中移動時，會同時受到 pbest 和 gbest 的影

響，而決定往哪個方向移動；粒子 b 在第 j 次移

動時，在第 i 維空間行進速度則以𝑉𝑏,𝑖
𝑗
表示。粒子

將依據此速度決定他們接下來移動的距離；而由

於 PSO 的核心概念是群體的資訊交換，因此，個

體搜尋到的最佳解 pbest 與全體搜尋到的最佳解

gbest，對粒子移動的方向和速度的更新具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 

在獲得 pbest 與 gbest 後，粒子將根據目前在

搜尋空間中所處的位置𝑝𝑣𝑏
𝑗
，並依據 Eberh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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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24]提出的速度更新公式(8)與位置更新公

式(9)，更新粒子前進的速度𝑉𝑏,𝑖
𝑗
，並得出粒子在第

i維空間中要到達的新位置𝑥𝑏,𝑖
𝑗+1
。 

 

𝑉𝑏,𝑖
𝑗
= 𝑉𝑏,𝑖

𝑗−1
+ 𝑐1 × 𝑟𝑎𝑛𝑑1() × (𝑏𝑖

𝑝𝑏𝑒𝑠𝑡
− 𝑥𝑏,𝑖

𝑗
) +

𝑐2 × 𝑟𝑎𝑛𝑑2() × (𝑏𝑖
𝑔𝑏𝑒𝑠𝑡

− 𝑥𝑏,𝑖
𝑗

) (8) 

𝑥𝑏,𝑖
𝑗+1

= 𝑥𝑏,𝑖
𝑗
+ 𝑉𝑏,𝑖

𝑗
 (9) 

 

公式中𝑉𝑏,𝑖
𝑗
是粒子更新的速度，𝑥𝑏,𝑖

𝑗+1
是粒子在

空間中的新位置；c1 和 c2 為認知參數(cognitive 

parameter)，一般多將此兩項設定為 2，𝑏𝑖
𝑝𝑏𝑒𝑠𝑡

為粒

子 b 最佳解 pbest 於維度 i 處的位置，𝑏𝑖
𝑔𝑏𝑒𝑠𝑡

為粒

子全體最佳解 gbest於維度 i所處的位置，rand1()

與 rand2()分別表示兩個均勻分佈於[0,1]之間獨立

的隨機變數，其作用為控制粒子朝 pbest 和 gbest

前進速度的權重，使位置更新能具多樣性。 

因為在基本週期法下，不同的產品週期乘數

{ki}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成本，而本研究的目標為找

到最低總成本，意即需找到一組具有最低總成本

的週期乘數組合。因此，本研究需利用 PSO 求解

產品的週期乘數組合，而週期乘數的設定使用二

冪策略，其規定週期乘數需為 2 的次方數，如此

能有效縮小搜尋範圍，且仍能得到優良的解答。

因此本研究需設定一個週期乘數的上限值，避免

因求解範圍太大而產生大量的不可行解，本研究

利用 Soman et al. [22]提出的方式來求解週期乘數

ki的上限。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先以二冪策略決定週

期乘數需為 2 的次方數，縮小搜尋範圍，再利用

Soman et al. [22]提出的方式確立每個產品週期乘

數的上界，再度縮小搜尋範圍，使搜尋範圍更為

精確接近可行解。而在搜尋範圍精簡後，還需避

免一產品的週期乘數太大使該產品的循環週期時

間太長，成為不可行解。因此，粒子首先必須小

範圍的移動確立可行解的範圍邊界，當邊界確立

之後，再逐步加速的在可行解範圍內搜尋最佳解。 

 

以粒子群演算法求解基本週期法的速率變更 ELSP 

在基本週期法中，求解的品質好壞取決於所

有產品的週期乘數{ki}組合，因此本研究便使用上

述的粒子群演算法來求解所有產品的{ki}組合，以

獲得最低總成本。 

 

𝐵 = √
2∑ (𝐴𝑖 𝑘𝑖⁄ )𝑛

𝑖=1

∑ (𝑑𝑖ℎ𝑖𝑘𝑖(1−𝑑𝑖 𝑝𝑖⁄ ))𝑛
𝑖=1

                             (10) 

 

本研究在基本週期法下，當給定一組週期乘

數{ki}時，模式的求解流程如下：  

Step 1. 找出一組所有產品的週期乘數組合。 

Step 2. 利用公式(10)求出週期時間 B的長度。 

Step 3. 以公式(4)確認週期時間 B的產能是否足

夠滿足第一週期所有產品的需求；若能

滿足則以公式(6)計算閒置時間，並前往

Step4，若無法滿足則結束此程序。 

Step 4. 在各週期選擇一產品以進行降速。 

1、 令 z = 1。 

2、 選擇該週期中 dihi 最大的產品做降速，

並以公式(5)計算該產品的新生產速率。 

3、 以公式(2)計算出各產品的在第 z 週期的

總成本。 

4、 若 z不大於 K，則 z = z + 1，並跳回步

驟 4.2重複執行。 

Step 5. 以公式(1)計算平均總成本。 

以上為給定一組週期乘數時的求解流程，而

本研究問題模式的求解關鍵是藉由 PSO 來搜尋找

出最佳的所有週期乘數之組合；不同的組合會產

生不同的成本，因此，需找出多組週期乘數組合

並比較其平均總成本。 

運用 PSO 來求解基本週期法的速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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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P之運作流程可以描述如下： 

Step 1. 設定要生產的產品數量為 n，而產品數

量即為所需的維度，因此即在 n維空間

中求解所有產品的週期乘數。 

Step 2. 以 Soman et al. [22]求出所有產品的週

期乘數之上下界範圍。 

Step 3. 產生 bNum 個粒子並給予初始位置，

bNum 為粒子的總數；初始位置的每一

維座標需隨機落在該產品的週期乘數的

上下界之間。粒子的位置以一維陣列存

取，此陣列有 n 個元素，代表產品在 n

維空間的座標，亦即 n個產品的週期乘

數。 

Step 4. 初始化粒子： 

Step 4.1. 令 b =1。 

Step 4.2. 選擇第 b 個粒子。找出第 b 個粒子

在維度 i 上的位置 xb,i，每個 xb,i可

視為一產品的週期乘數；當所有維

度上的位置{xb,i}都找到後，計算此

位置陣列對應的速率變更之 ELSP

平均總成本。 

Step 4.3. 計算第 b 個粒子的適應值，並做為

該粒子的個體最佳解 pbest。若是第

1 個粒子則其適應值也同時做為全

體最佳解 gbest。 

Step 4.4. 將第 b個粒子的 pbest和 gbest做比

較，因目標為最低總成本，若 pbest

小於 gbest，則以此粒子的 pbest 取

代 gbest。 

Step 4.5. 若 b不大於 bNum，則 b = b +1 並

回到 4.2再次執行。 

Step 5. 更新粒子的速度與位置： 

Step 5.1. 令 t = 1，t為迭代數。 

Step 5.2. 令 b = 1。 

Step 5.3. 選擇第 b個粒子。 

Step 5.4. 利用公式(8)計算第 b 個粒子的速度，

並以公式(9)更新粒子的位置。 

Step 5.5. 計算第 b 個粒子新位置的適應值，

若新位置的適應值小於其 pbest，則

以此新適應值取代 pbest。 

Step 5.6. 比較第 b 個粒子的 pbest 是否小於

gbest，若是則以該粒子的 pbest 取

代 gbest。 

Step 5.7. 若 b不大於 bNum，則 b = b +1 並

回到 5.3再次執行。 

Step 5.8. 若 t不大於 tmax，則 t = t +1 並回到

5.1再次執行。 

Step 6. 輸出 gbest 的適應值做為最佳解，即本

ELSP模式的最低總成本。 

本研究應用上述的子群演算法，將可以在有

限的搜尋空間下找出基本週期法下的應用固定速

率法求解 ELSP的近似最佳的解答。 

 

四、數值實驗 

 

數值範例 

本節提出一組簡單的數值範例說明在基本週

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法的改善程度。範例以 1 台

機台及 5 種產品之數值作為說明，5 種產品的參

數資料如表 2 所示，當中整備成本 Ai和存貨持有

成本 hi 單位為「千元」，整備時間𝑠𝑖、產品需求

率 di、產品生產速率 pi 的時間單位為「天」。在

基本週期法下求解此範例的結果如表 3 所示，產

品的週期乘數組合為 (2,2,2,1,2)，週期時間為

1.715天，而平均總成本為 68.217千元。 

而運用固定速率法降低生產速率後的求解結

果如表 4 所示。產品最佳週期乘數組合依然為

(2,2,2,1,2)，而在週期時間 1.715 天中，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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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3 天的閒置時間，因此將這些閒置時間用來做

降速生產，得到的成本為 63.575，將較於未使用

固定速率法時，得到約 6.8%的成本改善，證實在

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法可以降低平均總

成本。 

 

數據實驗 

此節將以大量的數據來測試演算法的效能和

使用固定速率法的改善程度，考量的兩個實驗變

數為(1)產能使用率和(2)產品數量。本研究將產能

利用率(如公式(11)所示)由 0.5~0.9每隔 0.1劃分成

一區間，共四個區間。產品數量則由 5~20 每隔 5

劃分成一類別，共四類。 

本研究使用 Carreno[33]提出的產品參數資料

(如表 5 所示)，當中整備成本 Ai 和存貨持有成本

hi 單位為「千元」；整備時間𝑠𝑖、產品需求率 di

和產品生產速率 pi 的時間單位為「天」。產品資

料的數值將會介於平均值±(範圍/2)之間。 

 

𝑓𝑈𝐹 =
∑ (𝑠𝑖+

𝑑𝑖𝐵

𝑝𝑖
)𝑛

𝑖=1

𝐵
 (11) 

 

接著本研究比較在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

速率法與否能改善平均總成本的幅度。本研究在

每個產品數量和產能利用率的組合都測試 20 個數

值範例，並比較應用固定速率法前後平均總成本

的差異如表 6所示。Min(%)表示在該組合的 20個

範例中，改善最少的幅度大小，Max(%)則表示該

組合的 20 個範例中最大的改善幅度，Avg(%)為

所有 20個範例改善的平均幅度。 

從結果中可以發現兩趨勢：(1)當產品數量相

同時，產能使用率越高，則平均改善程度越低；

(2)當產品數量越多時，平均改善程度也越低。由

於在產能利用率越高及產品數量越多時，機器閒

置時間會相對較少，因此，將閒置時間分配於一

產品進行降速生產的速率降低程度有限，而導致

降速後的存貨持有成本減少程度不高，平均總成

本的改善程度就較低。 

整體而言，在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法

能節省一定程度的成本，在產能利用率不高的情

況下最多能有 10.31%的平均改善幅度，在產品多

達 20 個時也能保持 3.33%的改善，然而當產能利

用率高時，將因閒置時間少而使降速改善成本的

效果變得不明顯。當產品數多達 20個且產能使用

率高達 [0.8-0.9)時，改善成本的幅度便會低到

1.41%。 

本研究使用 Intel 3.0G CPU 的電腦；所有案

例組合的平均運算時間均低於 10秒。這顯示本研

究的粒子群演算法是一有效率的解法。 

 

五、結論 

 

本研究建立在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法

求解經濟批量排程問題的數學模型。該題目為一

個全新的問題；以往應用固定速率時只搭配共同

週期法求解。從文獻中搜尋並無在基本週期法下

變更生產速率的研究，本研究是第一篇論文探討

在基本週期法下變更生產速率時如何求解 ELSP。 

本研究的求解方法可以比傳統 ELSP 得到更

低的成本；但也衍生數個求解的問題。針對這些

求解問題，本研究建立全新並制定可行的規則來

處理各週期閒置時間不同以及產品平均單位時間

成本不同的問題。 

本研究也首次嘗試以粒子群演算法來求解經

濟批量排程問題，藉由其資訊交換和快速收斂的

特性，來求解最佳的產品週期乘數組合，進而得

到最低總成本。而在進行大量隨機實驗後，從結

果顯示本研究提出的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

法的模式，能得到較以往更低的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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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未來的研究方向是更精確的計算出

基本週期法中各週期的閒置時間，並將其充分利

用在降速生產上，預期將能省下更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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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個產品在基本週期法下的生產排程 

週期 

產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產品一(ki =1)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產品二(ki = 2) V  V  V  V  V  V  

產品三(ki = 3) V   V   V   V   

降速的產品 3 1 2 3 2 1 3 1 2 3 2 1 

(V表示產品在該週期會進行生產) 

 

 

表 2  5個產品的參數資料 

產品號碼 Ai hi 𝑠𝑖 di pi 

1 20 0.175 0.005 9 150 

2 25 0.263 0.007 15 150 

3 19 0.350 0.004 9 150 

4 15 0.638 0.006 40 150 

5 23 0.525 0.003 5 150 

 

 

表 3  基本週期法下求解的結果 

產品號碼 1 2 3 4 5 

週期乘數 ki 2 2 2 1 2 

週期時間 B(天) 1.715 

平均總成本(千元) 68.217 

 

 

表 4  基本週期法下應用固定速率法求解的結果 

產品號碼 1 2 3 4 5 

週期乘數 ki 2 2 2 1 2 

週期時間 B(天) 1.715 

平均總成本(千元) 6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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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產品參數資料範圍 

 平均值 範圍 

存貨持有成本 hi 0.35 0.70 

整備成本 Ai 200 400 

整備時間 si 0.05 0.05 

需求率 di 2500 4800 

生產率 pi 14000 5000 

資料來源：Carreno[33] 

 

 

表 6  基本週期法下速率變更的求解績效比較 

產品數目 

產能利用率 固定速率法改善程度 

執行時間(秒) 
 Min (%) Max (%) Avg (%) 

5 

[0.5-0.6) 5.06 15.75 10.31 7.58 

[0.6-0.7) 3.23 21.05 8.27 8.20 

[0.7-0.8) 4.52 12.73 7.37 8.10 

[0.8-0.9) 2.31 11.60 4.71 8.49 

10 

[0.5-0.6) 3.41 14.03 6.21 8.80 

[0.6-0.7) 2.91 7.41 4.63 9.02 

[0.7-0.8) 2.73 4.31 3.56 9.41 

[0.8-0.9) 1.61 2.61 2.33 8.03 

15 

[0.5-0.6) 2.86 6.12 4.32 9.03 

[0.6-0.7) 2.78 4.22 3.53 8.41 

[0.7-0.8) 1.86 4.21 3.01 9.26 

[0.8-0.9) 0.75 1.67 1.15 8.61 

20 

[0.5-0.6) 2.23 4.12 3.33 6.83 

[0.6-0.7) 2.21 3.86 2.62 6.64 

[0.7-0.8) 1.56 2.51 2.04 7.61 

[0.8-0.9) 1.15 1.63 1.41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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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lot scheduling problem is concerned with the scheduling of cyclical production of 2n   

products on a single facility in equal lots over an infinite planning horizon. The objective of the ELSP is to 

determine the lot size and the schedule of production of each product so as to minimize the total cost incurred 

per unit time also generates a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production schedule. Several researchers indicate that 

applying the fixed rate approach in a production system can reduce the holding cost in order to lower the average 

total cost. 

In this study, we apply the simple fixed rate approach to change the production rate of a product to solve 

the ELSP under the basic period approach.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the cyclic multipliers set {ki} of 

all products. The multiplier ki constrain that product i must be produced for every ki basic periods. So, this study 

uses th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to find the optimal or near-optimal cyclic multipliers set {ki} of all 

products in order to obtain an optimal solution with the lowest average total cost. Our numeral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approach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traditional basic period approach to find better solution for solving 

the ELSP. Our mathematic model that applies the fixed rate approach for solving the ELSP under the basis 

period approach can be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economic lot, basic period, fixed rat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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