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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博弈伴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已经开展了大半个世纪，并以一系列战胜人类天

才而享誉世界。计算机博弈在国际上仍在踏踏实实地前进，然而在中国却难有作为。究其原

因则是缺少此方面的宣传和基础知识的普及。为此在研究了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计

算机博弈原理与方法学进行了概述。从分析棋类游戏属性和博弈过程出发，总结了计算机博

弈的关键内容与技术，绘制了博弈软件的基本结构图，介绍了有关数据结构、着法生成、博

弈树展开、棋局评估、基本搜索算法、开局库与残局库等相关知识。这是一次探索性的归纳

与提升，今后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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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games have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since the computer 

emergence, and made a series of great achievements because the computers beat several human 
world champions. Computer games are advancing steadfastly in west world, but very hard in 
China. The reasons are lack of the propag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mputer gam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undamental and methodology of computer games based on studying many  
interrelated materials and some practice. The work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f game attributes and 
gaming progress, then sums up the main contents and key technologies, figures a basic structure 
diagram of computer gaming software, introduces some knowledge on data structure,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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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to do more for the consummation and perfec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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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博弈（Computer Games），也称之为机器博弈，就是让计算机可以像人脑一样进

行思维活动， 终可以下棋，下国际象棋、西洋跳棋、五子棋、中国象棋、围棋等等。 
早在计算机诞生的前夜，著名的数学家和计算机学家阿伦·图灵(Alan Turing)便设计了一

个能够下国际象棋的纸上程序，并经过一步步的人为推演，实现了第一个国际象棋的程序化

博弈[1]。那些世界上 著名的科学家，如计算机创始人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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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论创始人科劳德.香农(Claude E. Shannon) [2]，人工智能的创始人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
人都曾涉足计算机博弈领域，并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 

从上世纪 40 年代计算机诞生，计算机博弈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和坎坷历程，

终于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计算机程序战胜棋类领域的天才而享誉世界。其中 为著

名的则是 1997 年 5 月 IBM“深蓝”战胜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成为计算机科学史上一个不

朽的丰碑。在这之后，计算机博弈一天也没有停息过拼搏。由《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07
年十大科技突破中，就还包括了加拿大阿尔波特大学的科研成果——解决了西洋跳棋

(Checker)博弈问题[3]，也就是说，在西洋跳棋的博弈中计算机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正当世界的目光开始将计算机博弈的方向聚焦在中国象棋、日本将棋和围棋博弈系统的

研究与开发的时候，在中国计算机博弈却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寥寥无几的参与者，

匮乏的参考文献，沉寂的计算机博弈氛围，使得计算机博弈在中国大陆难有大的作为。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缺少计算机博弈方面得宣传和基础知识的普及，甚至难以找到论述计算机

博弈原理与方法学的书籍与资料。 
既然提到“原理与方法学”的高度，那就是要研究带有普遍性的、 基本的、可以作为其

它规律基础的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研究在计算机博弈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

法的综合。 
本文所探讨的计算机博弈还仅仅是局限于完全信息的棋类博弈。由于棋类游戏为广大群

众所喜爱，种类与玩法十分丰富。这里在归纳棋类主要属性和类别（第 2 节）的基础上，第

3、4 节分别给出了计算机博弈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接着（第 5 节）介绍了计算机博弈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局库和残局库，在结语一节还论述了计算机博弈的学科性质。应该看

到这是一次探索性的归纳与提升，肯定还有不少缺陷与不足，今后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补充。 
2. 棋类游戏的分类 

棋类游戏十分丰富，有些在国际上广为流行，也有些是仅限于地区的民间棋类。而且总

会有新的棋类和新的玩法在推出。因此在研究普遍的博弈原理之前有必要对于棋类的属性和

分类进行介绍。 
2.1 按参与人数分类（Player）： 
单人游戏，如华容道等滑块类游戏； 
双人游戏，如象棋、围棋、五子棋等。在棋类中双人参与的棋类占绝大多数；    
多人游戏，如跳棋。 
一般说来，参与人数越多，对手就越多，情况就越发复杂。 
2.2 按兵种多少分类（Piece-kind） 
单一兵种，如围棋、五子棋、苏拉卡尔塔（Surakarta）、亚马逊（Amazons）等； 
多兵种，如国际象棋、中国象棋、日本将棋等。 
兵种的增加，意味着着法的复杂程度增加，掌握起来更加困难。 
2.3 按着法分类（Move）  
走子类：开局前双方摆好，开局后轮流走动棋子。如象棋、国际象棋、跳棋等； 
添子类：开局前盘面无子，开局后轮流放入棋子。如围棋、五子棋、六子棋等； 
吃子类：对局过程中可以吃掉对方的棋子。如象棋、国际象棋、围棋等； 
混合类：在填子的过程中可以吃子（围棋）；在走子过程中可以吃子，还可以填子（日

本将棋）。 
通常情况弈棋双方轮流施着（招），各走（下）一步。但是有的棋类在一定条件下一方

是可以连续施着的，即连续走多步，可成为轮（Turn）。如跳棋、西洋跳棋、黑白棋（Reversi, 
Othello）、点格棋（Dots and Boxes）等。 

2. 4 按判决胜负方式分类（Win-Lose-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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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获首领：象棋、国际象棋等； 
摆成形状：连珠类——井字棋、五子棋、六子棋等； 
占领地域：围棋、点格棋等； 
剩余子粒：黑白棋、苏拉卡尔塔等； 
活动余地：亚马逊等； 
到目标地：跳棋、一字棋、牛角棋[4] 等。 

3. 计算机博弈的基本原理     
3.1 弈棋过程分析 
为了深入探讨计算机博弈的原理与方法学问题，有必要分析二人对弈的演化过程，建立

相应的数学模型。图 3-1 给出了博弈状态演化过程图[5]。图中表明棋局状态是在着法算子作

用下进行演化的，其对应的状态转移方程可以写成 

 )0(, 011 SSqSS nnn =⋅= ++                （3-1） 

式中 0S 为棋局的初始局面， 1+nq 为第 n+1 步的着法算子，而 1+nS 为下完第 n+1 步后的棋局。

于是，不难写出 

QSqqqSS FF ⋅=⋅⋅⋅⋅= 0210 ...                （3-2） 

式中 FS 为终局，或红胜，或黑胜，或和棋。显然，着法序列 { }FqqqqQ ....321= 便是记载博

弈过程的棋谱。 

 

    弈棋的过程是双方轮流给出着法，使棋局向着对本方有利的方向发展，直至 后的胜利。

而弈棋的核心是如何给出着法。这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简单说来就是：用着法推演局面，

从有利的局面中选择当前的着法。显然如何正确地评估推演出来的局面则是选手棋力的重要

体现。 
3.2 如何让计算机下棋？ 
为了让计算机能够下棋，首要的任务

就是通过恰当的数据结构使棋类要素数字

化，这里包括：棋盘、棋子、棋规（着法

规则，胜负规则）等。 
为了用着法推演局面和展开博弈树，

就需要具有着法生成器，用以生成该局面

下全部（或部分感兴趣）的着法。图 3-2
给出了博弈者思维过程的机器实现过程框

图 3-2 用着法推演局面 

q2n+1

红    方 

S0 q1 S1 q2 S2 S2n q2n+2  S2n+1  

黑    方 

SF

图 3-1 二人博弈状态演化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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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而可以产生如图 3-3 所示的博弈

树（Game Tree）。节点为局面，树枝为

着法，根节点为当前局面，叶节点为展

开相应深度的终点局面。双方轮流出

手，偶数层节点属于本方（方块表示），

奇数层节点属于对方（圆圈表示）。如

果叶节点还不是能够给出胜-负-和的

终局面，则要对叶节点进行评估

（Evaluation）。以便从有利局面选择当

前着法。这便是博弈搜索的职能。 
搜索引擎根据极大-极小的搜索算

法，找到对于本方而言 好的结局和导致

好结局的 佳路径（Principal Variation 
– 主要变例），从而找到相应的根着法

（Root Move）即是本轮搜索所寻求的

佳着法[5]。不难看出，评估和搜索将成为

博弈软件的重要部分。 
3.3 计算机博弈软件的构成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给出计算机博

弈软件的结构图。如图 3-4 所示。 
由于实际的博弈软件经常是采用递

归或迭代算法实现博弈树的展开、评估与

搜索过程，图 3-4 只是给出了各功能部件

之间的关系。 
甲方（本方）博弈系统得到当前局面

的信息之后，通过复杂的计算过程便可以

给出甲方当前的着法。乙方（对方）可以

是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个计算机博弈系

统。双方通过对战平台实现弈棋过程。                          
3.4 棋局要素的数据结构 
3.4.1 计算机博弈数据结构研究的内容 
所有的棋局元素，包括棋盘、棋子、

棋局、着法、规则、知识等通过数字化（编

码）成为数据元素，而各种数据元素又以

特定的关系构成相应的数据结构进行存储

和处理。 
以 为简单的牛角棋为例，见图

3-5(a)。棋盘似牛角，也像座小山。一枚红

子可上可下，力图突破黑方的堵截，走到

山下。而两枚黑方棋子，只上不下（可以

横走），力图将红子堵回山顶。双方轮流走

棋，一方一步。此棋也称之为“娃娃下山”

或“娘子下山”，在我国田间地头广为流传。 
设计牛角棋的棋盘和棋子编码如图 3-5(b)所示。10 个棋位编码 0-9，红子 1，黑子 2、3。

图 3-4  计算机博弈软件结构图 

图 3-5 牛角棋编码 

图3-3  展开深度为4的博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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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初始棋局便可有两种形式的表示： 
（1）棋位向量（1,0,0,0,0,0,0,0,2,3）； 
（2）棋子向量（0,8,9）。 
如果用 p1,p2,p3 表示红黑 3 枚棋子当前的棋位，则 p1>p2 或者 p1>p3 意味红方获胜；

而棋子向量为（0,1,2）或（0,2,1）则意味黑方获胜。[6] 
3.4.2 计算机博弈数字化原则与意义 
数据结构问题在计算机博弈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展开和搜索博弈树期间，数以

千百万计的着法和棋局被生成、存储、撤销，合理的数据结构可以显著地提高搜索速度和深

度，节省内存空间，改进博弈效果。数据结构还对编程有着直接的影响。以图 3-5(b)为例，

如果将左右两侧节点编码互换，则要给编程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采用宽度优先的搜索算法中，新被扩展的节点应该采用队列结构；而在深度优先的搜

索算法中，则应该采用栈结构。 
显然编码问题要面向棋种、面向算法、面向编程。许多情况下适当的冗余是必要的。比

如牛角棋棋局的棋位向量和棋子向量同时存在，避免频繁的相互的转换，会对棋局评估和着

法生成带来许多的便利。 
3.4.3 哈希技术与哈希表 
在博弈过程中是经常需要比较两个局面是否相同。如果是比较每个棋子的位置，或许不

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实战中常常需要比较的局面多得惊人（数以十万百万计），如在开局

库中寻找对应的局面。于是这一操作的时间和空间开销便成为博弈搜索的瓶颈。 
众多棋类的成功经验表明，棋局的存储 好是采用 Zobrist 哈希技术加以实现[7]，该技

术能很容易地将棋局映射为哈希数（Hash Number）。它的基本原理是先将各个棋子的代码

及其坐标位置分别映射为一个大的（如 64 位或 32 位等）伪随机数，再将棋盘上全部棋子所

对应的随机数进行异或求和运算， 终得到的哈希数便作为该棋局的索引值（Zobrist 键值），

用作棋局的存储与查询。 
Zobrist 哈希数的 大优点就在于它可以增量计算。在着法的作用下，棋局中的增子、

减子或挪子操作，都能统一地用棋子变化所对应的哈希数和表示局面的哈希数做简单的异或

运算来完成。 
博弈树展开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因不同着法顺序而导致的相同局面（重复节点）。要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计算，就要把搜索过的节点随时存储起来，这就需要一种称为置换表

（Transposition Table）的数据结构，一般实现为一个哈希表(Hash Tables)。通常哈希表可以

避免重复节点的重复展开。此外，哈希表还常保存一些和局面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例如，

佳着法、是否受到严重的威胁等。即或需要对该节点重复搜索时，存储在哈希表中的相关

信息还会对展开的子树有良好的启发功能。[8] 
3.4.5 比特棋盘（Bit Board） 
在着法生成和棋局评估的过程中，时常仅仅关心一些棋子的分布，这时可以用比特棋盘

（亦称位棋盘）表示棋子的某种状态，它其实是棋子状态条件的布尔表示。如棋盘中哪些棋

位上有红子？哪些棋位上有黑车等等。比特棋盘的定义为 

[ ]
nmjibB

×
= , ，  

falses
tru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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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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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式中 jis , 为棋位（i,j）的布尔条件。 

3.5 棋局评估[9] 
如果在叶子节点不能给出胜-负-和的结果，那么评价这样的局面对我“有利”还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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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及 “有利”或“不利”的程度，则只能依靠评估函数了。通常设计局面的评估函

数需要考虑如下不同类型的知识，并通过量化后加权组合而成。  
3.5.1 子力（Material） 
在象棋和国际象棋中，它是所有子力价值的和。在围棋或黑白棋中，通常计算双方棋盘

上棋子的数量。但是黑白棋有个有趣的反例：棋局只由 后的子数决定，而在中局根据子力

来评价却是很差的思路，因为好的局势下子数通常很少。其他像五子棋一样的游戏，子力是

没有作用的，因为局面好坏仅仅取决于棋子在棋盘上的相互位置，看它是否能够发挥作用。 
3.5.2 位置（Position） 
棋子落于不同的棋位其作用可能差别很大。象棋中的车占中路，兵过河，马卧槽都是具

有威胁性的位置。相反如果马窝心，兵下底又都不甚理想。围棋中的星位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于是不同的位置给予不同的分值，以表示不同的价值。 
3.5.3 空间（Space） 
在某些棋类中，棋盘可以分为本方控制的区域和对方控制的区域，以及有争议的区域。

在围棋中，这个思想被充分体现。而包括象棋在内的一些棋类也具有这种概念，本方的区域

包括一些棋位，它被本方的棋子攻击或保护，而不被对方棋子攻击或保护。在黑白棋中，如

果一块相连的棋子占据一个角，那么这些棋子就吃不掉了，成为该方的领地。空间的评价就

是简单地把这些区域加起来。如果所含棋位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别，那就在区域的计算上增加

棋位重要性的因素。 
3.5.4 机动性（Mobility） 
各个棋子的机动性如何，关系到棋子可行着法的多少。如象棋中的马是可以“马踏八方”

的，但是贴边或被憋腿，其活动余地大减。显然机动性越好，可行着法越多，选择有利局势

的机会也越多。 
3.5.5 拍节（Tempo） 
某些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着法的多少，而是出招的拍节和数量的奇偶性等。以一数

学游戏为例：有两堆石子，双方轮流从石堆中拿去几颗，每次只能从一堆石子中拿走至少一

颗石子，拿完 后一堆者获胜。这个游戏的诀窍是：始终让对方面临两堆石子一样多的窘境。

面向这样的问题时，先手方只要头一步让两堆石子数目一样多就可以了。然后对手从某一堆

取走几颗，先手方便在另一堆取走同样数量的石子。在黑白棋和象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而对于一字棋和点格棋这着则是制胜的法宝。 
3.5.6 威胁（Threat） 
威胁的思想是“步步紧逼”，或要取胜，或要吃子，使对方仅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

力。在五子棋、六子棋中常常采用基于威胁的搜索，即不断地摆出强迫对方防守的棋型，成

为取胜的必由之路。 
3.5.7 形状（Shape） 
形状的好坏对于局面的影响一般是长远的，在浅层的搜索中不易发现。在象棋中，对手

的空头跑，单车栓车马，就都是不好的形状， 终使本方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连珠棋一类

通过“摆成形状”而决定胜负的棋类则要计算各种棋型的数量，于是形状就成为评估的焦点。 
3.5.8 图案（Motif） 
一些常见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图案，蕴涵着特殊的意义。许多图案在围棋中称之为模式，

如 3×3 上下文模式，通过对大量高手对局中的模式提取和出现频率的统计，构造模式库，便

可以由此提供下一手落子的 佳位置。 
3.5.9 棋局性能评估 
从表面上看，棋局评估的越全面、越准确，棋力性能就会越高。其实不然。一般说来，

棋力性能 = 知识×速度，时间作为约束条件。评估中考虑的问题越多、越细致，耗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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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则越多，必然影响到单位时间内搜索节点的数目，影响到搜索的速度和深度。 
在博弈软件的设计中通常存在“重知识”（评估）和“重速度”（搜索深度）两种倾向，

并且都有成功的范例。当然能够权衡利弊，将两者有机结合则是 为理想的方案。这也是目

前共同努力的方向。 
3.6 博弈树展开与分析 
博弈树是由树枝和节点构成单向无环图。树枝是着法，节点是由该着法生成的局面。因

此博弈树展开的过程就是着法生成的过程。 
3.6.1 着法生成的不同策略[8] 

  （1） 选择生成。根据当前的棋局，只生成部分可行的着法，而不去考虑其它可行着法。

比如象棋在被将军的局面下，仅需要考虑“避将着法”，即摆脱被将军状态的着法；  
（2） 渐进生成。先产生一些着法，并沿着某个着法延伸下去，直到证明这条路线坏到

足以中止搜索的程度，再去生成和搜索其它的着法。比如象棋中先生成“吃子着法”，然后

再考虑“非吃子着法”； 
（3）完全生成。一次产生所有的着法。显然这是一种稳妥而保守的做法。  
3.6.2 走子类着法生成方法[5] 
（1）棋盘扫描法（含射线法）。根据棋规，在当前棋局中逐一找到棋子可行的落址。该

方法 为直观，编程也很简单。但是由于需要反复在棋盘上扫瞄，时间开销巨大，一般缺少

实战意义。 
（2）模板匹配法。对于有特殊要求的走子类棋子，如象棋中的马和象，将根据走子规

则“绘制”的模板套在棋子当前的位置上，通过模板找到可行的落址，形成可行着法。 
（3）预置表法。这是一种用空间换时间的生成策略。将全部棋子在所有棋位上的着法

都预先放在表中。开局时自动生成，放入内存。弈棋过程中直接查找。 
以牛角棋为例，红黑棋子的全部着法存放在 3 维的预置表 int preTable 中，见图 3-6。第

1 维区分红黑棋子，第 2 维对应 10 个棋位，第 3 维给出在该棋位上的可能着法落址，INV
为着法队列结束符。这样就可以根据棋子当前所在的位置直接查出全部可能的着法。当然还

要检查该落址是否是空位。 
 
int preTable[2][10][5] = { { /*red stone moves table*/ 

 {2, 1, INV},{2, 3, 0, INV}, {4, 3, 1, 0, INV},{5, 4, 2, 1, INV}, {6, 5, 3, 2, INV}, 
 {7, 6, 4, 3, INV},{8, 7, 5, 4, INV}, {9, 8, 6, 5, INV}, {9, 7, 6, INV},{8, 7, INV}, }, 
                       { /*black stone moves table*/ 
  {INV},{0, INV},{3, 1, 0, INV},{2, 1, INV}, {2, 3, 5, INV}, {3, 4, INV}, 
  {4, 5, 7, INV}, {5, 6, INV},{6, 7, 9, INV},{7, 8, INV}, },  }; 
                         图 3-6 牛角棋着法预置表 
 

3.6.3 添子类着法生成方法[10] 
一般说来，添子类的着法生成比较直观，即盘面上的合法空位便可以落子。其中五子棋

和六子棋 为简单，下完的棋子不再会改变。黑白棋稍复杂些，下完的棋子可能会被后续着

法所变换黑白，但每下一子棋盘上就多一子。围棋是 复杂的，由于存在提子的着法，所以

局势是可逆的，对于打劫这样的着法还需要更为复杂的处理过程。 
3.6.4 博弈树展开与分析 
一颗完整博弈树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天文数字。中国象棋完整博弈树的节点数高达

10150，据说地球上全部原子的数目也才有 10132。显然是无法全部展开和进行遍历搜索。即

使选用搜索速率为 1M 节点/s 的计算机系统，日夜不停地搜索 100 年，也才只能搜索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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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达不到一般象棋大师的水平。即或是 简单的牛角棋，如果将博弈树展开 15 层，还不将

无意义的循环走棋的节点计算在内，那有效博弈树的总节点数还接近 750 万个。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博弈树不同于一般的搜索树，它是由对弈双方共同产生的一种“变性”

搜索树。在图 3-3 中，本方走棋时，它在偶数层的着法选择是要在其全部子节点中找到评估

值 大的一个，即实行“Max 搜索”。而其应对方在奇数层的着法选择则是在其全部子节点

中要找到评估值 小的一个，即实行“Min 搜索”。如果没有特殊的搜索方法那将是非常棘

手的问题。幸好香农(Claude Shannon)教授早在 1950 年就提出了“极大-极小算法”（Minimax 
Algorithm）[2]，从而奠定了计算机博弈的理论基础。 
4. 计算机博弈求解的基本搜索方法 

4.1 优化搜索与博弈搜索 
搜索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也是有着广泛应用领域的技术。 
在各种规划问题中，如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整数规划等；在许多优化问题中，如旅

行商问题、计划调度问题等，在无法得到解析解（含数值方法求解）的情况下，便会采取各

种启发式搜索算法。如爬山法、分支定界法、禁忌搜索、模拟退火、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等

等。虽然目前求解此类优化问题的搜索算法很多，但是他们有着如下共同的特点： 
（1）单一决策主体，即统一的性能指标函数； 
（2）明确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通常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 
（3）基本为静态规划和优化问题，亦即单步决策问题。 
计算机博弈属于博弈和对策的范畴，是由两个非合作主体构成的、多步的、动态博弈问

题，对弈双方有着对立的、二人零和的决策目标，其目标函数难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目前

能够用以描述的主要是博弈树。而普遍采用的求解方法就是在博弈树中搜索。博弈搜索的目

标就是搜索 佳路径，搜索当前的 佳着法（根着法），并且亦步亦趋地进行下去。 
博弈搜索从搜索方向上可以分为宽度优先搜索(Breadth-first search)和深度优先搜索

(Depth-first search)。前者能够保证在搜索树中找到一条通向目标节点的 短途径。但是巨大

的时间和空间开销使得它在计算机博弈中很少采用。深度优先搜索的 大特点就是可以节省

大量的节点存储空间。因为它通常是采用递归过程来遍历搜索树，即后序遍历，得到一个节

点值，就对其子节点做递归，然后根据他们的返回值来决定自身的返回值，搜索过的底层节

点也随即撤销，因此它所占用的动态空间十分有限。Alpha-Beta 剪枝和置换表相结合的算法

更使得博弈树的规模被数量级地减少。在 好的情况下，它处理的节点数是纯粹的 小-
大搜索（Min-Max Search，亦称极大-极小搜索）的平方根的两倍，可以从 15,000,000 个减

少到 7,800 个。[10] 
4.2 基于 Alpha-Beta 剪枝的搜索[11] 
目前以国际象棋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博弈程序的搜索算法都是在“带置换表的启发式

Alpha-Beta 搜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涵盖了极大-极小搜索、Alpha-Beta 搜索、迭代加

深和置换表四方面内容。有关置换表（TT）的概念已经在哈希技术与哈希表（3.4.3 节）做

了简单的介绍。这里仅对剪枝算法和基本搜索的概念进行必要的阐述。 
4.2.1 极大-极小搜索（Min-Max Search） 
由于对弈双方都很理智，都想赢棋，在考虑着法的时候都尽量想让棋局朝着自己的方面

转化，所以在同一颗博弈树上（图 3-3），在不同的层面（Ply）上就要有不同的选择标准。

这也就是称之为“变性”搜索树原由。在偶数层节点的着法选择是要在其全部子节点中找到

评估值 大的一个，即实行“Max 搜索”。而在奇数层节点的着法选择则是在其全部子节点

中要找到评估值 小的一个，即实行“Min 搜索”。 
在进行极大-极小搜索的时候，首先要在有限深度内展开全部叶子节点，并进行评估。

然后自下而上地进行搜索计算，奇数层节点取其子节点估值的极小值，偶数层节点取其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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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估值的极大值，一直反推算到根节点。在反推的过程中始终要记住算出该值的子节点是谁，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从根节点到叶子节点的一条路径，这就是“ 佳路径”，它是双方表现

佳的对弈着法序列。文献中称其为主要变例（PV）。而主要变例的根着法便是本方当前应

该选择的着法。 
4.2.2 Alpha-Beta搜索（Alpha-Beta Search） 
Alpha-Beta 搜索是基于深度优先的搜索。

考虑到极大 -极小搜索的特殊性，引进了

Alpha-Beta 剪枝技术，使得搜索的效率显著提

高。 
如果博弈树的局部为偶层-奇层-偶层的关

系，如图 4-1 例题所示，在搜完左边一枝之后，

父节点得到一个值 4，可以称之为 Alpha 值；             
如果在接续支路的叶子节点上发现了一个小于

Alpha 的节点，则整个支路便可以剪掉，即没有

必要再搜下去。因为根据极小-极大的运算关

系，这一枝不可能对局面有更好的贡献。不难

看出，Alpha 值始终是本方 佳着法的下界。             
Beta 剪枝出现在奇层-偶层-奇层的子树部

分。如图 4-2 例题所示，在搜完左边一枝之后， 
父节点得到一个值 7，可以称之为 Beta 值；如果在接续支路的叶子节点上发现了一个大于

Beta 的节点，则整个支路便可以剪掉，即没有必要再搜下去。因为根据极大-极小的运算关

系，这一枝不可能对局面有更好的贡献。不难看出，Beta 值始终是本方 佳着法的上界。

同时也是对手所能承受的 坏的结果，因为在对手看来，他总是会找到一个对策不比 Beta
更坏的。 

于是由 Alpha-Beta 值构成的窗口便成为 佳着法的取值范围，称其为 Alpha-Beta 窗口。 
4.2.3 负极大值算法（NegaMax Algorithm） 
前面谈到博弈树的搜索是一种“变性”搜索。在偶数层进行“Max 搜索”，而在奇数层进行

“Min 搜索”。这无疑给算法的实现带来一大堆麻烦。 
Knuth 和 Moore 充分利用了“变性”搜索的内在规律，在 1975 年提出了意义重大的负极

大值算法[12]。它的思想是：父节点的值是各子节点值的变号极大值，从而避免奇数层取极

小而偶数层取极大的尴尬局面。 

)}(,),(),(max{)( 21 nvFvFvFvF −⋅⋅⋅−−−=                      （4-1） 

其中 )(⋅F 为节点估值， nvvv ,,, 21 ⋅⋅⋅ 为节点 v 的子节点。 

此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则是，如果叶节点是红方（本方）走棋，评估函数返回

RedValue-BlackValue，如果是黑方（对方）走棋，则返回 BlackValue -RedValue。另外，由于

负极大值计算等价于“Min 搜索”，所以这里仅进行 Beta 剪枝，不再有 Alpha 剪枝。 
4.2.4 迭代加深搜索（Iterative deepening search）[13] 
在对 alpha-beta 剪枝算法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就会发现剪枝效果是和着法排序密切相关。

如果一开始就能从 佳路径（PV）展开搜索，一定会得到一颗 小的博弈树。显然这是不

可能的，因为搜索的目标才是 佳路径。但是不难想像，深度为 D－1 层的 PVD-1， 有可

能成为深度为 D 层博弈树的 PV。于是人们便提出了迭代加深的搜索算法。先搜索 1 层，找

到 佳着法，再搜 2 层的博弈树，找到 2 层的 PV2；进而搜索 3 层博弈树，得到 PV3；逐渐

图 4-1 Alpha 剪枝示意图 

图 4-2 Beta 剪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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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直到 PVD-1； 后实现对于 D 层博弈树的搜索。 
迭代加深搜索的优点在于： 
（1）在时间受限的情况下，不知道可能搜索多深，此策略可在时限到达时即刻结束搜

索，并能给出较好的结果； 
（2）显著提高剪枝效果。表面上看，迭代增加了搜索的遍数，“浪费”了一些时间。但

是有效的剪枝可以显著地减少分支因子，从而提高了搜索效率。 
图 4-3 给出了迭代加深搜索程序流程图。其中历史表记载着相应局面下的 佳走法。[8] 
4.3 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博弈树搜索 
蒙特卡洛树搜索（Monte-Carlo Tree 

Search, MCTS）是一种 佳优先搜索（Best- 
first search）算法，更适合于分支因子很大的

博弈树搜索。比如围棋分支因子常常大于

100，而亚马逊棋的分子因子可以大于1000，
采用前述的Alpha-Beta搜索算法只能搜索很

浅的几层，导致棋力水平难以提高。自从Bernd 
Brugmann等首先将蒙特卡洛模拟技术用于围

棋的动态评估[14]，进而出现把UCB1（Upper 
Confidence Bound）算法[15]扩展到树搜索的

UCT（UCB applied to Tree）算法[16]，使得在

短短的几年中，九路围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

可以和围棋高手对弈了。 
蒙特卡洛模拟对局就是从某一棋局出

发，随机走棋。有人形象地比喻，让两个傻

子下棋，他们只懂得棋规，不懂得策略，

终总是可以决出胜负。这个胜负是有偶然性

的。但是如果让成千上万对傻子下这盘棋，

那么结果的统计还是可以给出该棋局的固有

胜率和胜率 高的着法。 
蒙特卡洛树搜索通过迭代来一步步地扩

展博弈树的规模，UCT 树是不对称生长的，

其生长顺序也是不能预知的。它是根据子节

点的性能指标导引扩展的方向，这一性能指

标便是 UCB 值（公式 4-2）。它表示在搜索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给胜率高的节

点更多的机会，又要考虑探索那些暂时胜率不高的兄弟节点，这种对于“利用”（Exploitation）
和“探索”（Exploration）进行权衡的关系便体现在 UCT 着法选择函数的定义上，即子节点

Ni 的 UCB 值按如下公式计算。 

                  
)(
)(ln

i
i Nt

NtCX +                                   （4-2） 

式中 N 为给定节点，Ni为其子节点，t(N)为对 N 节点的模拟次数，t(Ni)为 Ni 节点被选中的模

拟次数，C 为加权系数。 iX 为子节点 Ni 的收益平均值。可见 UCB 公式由两部分组成，其

中前一部分就是对已有知识的利用，而后一部分则是对未充分模拟节点的探索。C 小偏重利

用；而 C 大则重视探索。需要通过实验设定参数来控制访问节点的次数和扩展节点的阈值。 

图 4-3 迭代加深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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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洛树搜索（MCTS）仅展开根据 UCB 公式所计算过的节点，并且会采用一种自

动的方式对性能指标好的节点进行更多的搜索。具体步骤概括如下： 
1. 由当前局面建立根节点，生成根节点的全部子节点，分别进行模拟对局； 
2. 从根节点开始，进行 佳优先搜索； 
3. 利用 UCB 公式计算每个子节点的 UCB 值，选择 大值的子节点； 
4. 若此节点不是叶节点，则以此节点作为根节点，重复 2 
5. 直到遇到叶节点，如果叶节点未曾经被模拟对局过，对这个叶节点模拟对局；否则

为这个叶节点随机生成子节点，并进行模拟对局； 
6. 将模拟对局的收益（一般胜为 1 负为 0）按对应颜色更新该节点及各级祖先节点，

同时增加该节点以上所有节点的访问次数； 
7. 回到 2，除非此轮搜索时间结束或者达到预设循环次数； 
8. 从当前局面的子节点中挑选平均收益 高的给出 佳着法。 
由此可见UCT算法就是在设定的时间内不断完成从根节点按照 UCB 的指引 终走到

某一个叶节点的过程。而算法的基本流程包括了选择好的分支（Selection）、在叶子节点上

扩展一层（Expansion）、模拟对局（Simulation）和结果回馈（Backpropagation）这样四个部

分。[17] 
UCT 树搜索还有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可以随时结束搜索并返回结果，在每一时刻，对 

UCT 树来说都有一个相对 优的结果。 
对于围棋一类十分复杂的搜索对象，即或进行数百万次的模拟对局也只能覆盖整个博

弈树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完全随机地选择子节点将会延缓 优解的收敛速度，需要在子节点

的随机选择的过程中加入基于围棋知识的各种策略，也就是根据这些策略不同的重要程度赋

予不同的随机性，从而可以得到更高的搜索效率和和更好的结果。这里同样也存在如何权衡

知识与速度之间的矛盾问题。 
5. 开局库与残局库 

5.1 开局库 
开局库几乎是每个棋类博弈程序必备的部件，它的好处在于：即使是再笨的程序，开局

库能使得它在开局阶段看上去不那么业余。既能防止因为复杂的搜索而浪费大量时间，也能

防止在开局阶段犯下战略性的错误。[8] 
开局库是将高手开局时的棋谱记载下来，仿照执行。由于开局形式多种多样，局面常常

数以千万计。此时必须应用哈希技术才能方便存储和查找。 
对应于同一局面常常可以有多种着法，此时应该统计各种着法的胜率，作为随机选择时

的依据。开局库还应该具有自学习的功能，可以随着程序见识的增长，补充新鲜的定式，或

调整已有着法的胜率参数。 
5.2 残局库 
残局库却不一定是博弈程序必备的部件。只有对于吃子类棋类，当盘面剩余子力不多进

入残局时，仍然按照中局的搜索算法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 
（1）评价指标发生变化。多数中局的目标是“谋取优势”，那在残局阶段则应该是：优

势谋胜，劣势谋和，均势谋机。因此如何“谋胜”、“谋和”的策略显得十分重要。于是评价

体系需要调整； 
（2）许多局面致胜的途径十分特殊和单一，没有足够深度的搜索是难以发现的。 
因此如何通过“学习算法”将博弈大师丰富的残局知识存放到博弈系统中去，还是很有

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目前国际象棋根据回溯算法推演出子数有限的残局库，但对于中国象棋

而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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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计算机博弈原理与方法学既涉及到博弈论（对策论）、搜索原理等理论内容，又更多地

涉及到数据结构、软件工程、程序设计方法学等方面的知识。计算机博弈属于计算机科学与

应用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应该属于智能科学与技术学

科的一个分支。虽然这一方向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相关的理论与应用技

术的归纳与提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把计算机博弈技术应用到其它领域所不可或缺的

基础性工作。本文尚属一种尝试性的阶段性成果，今后还需要不断充实与完善。 
 
致谢：象棋百科全书网站站长黄晨先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不仅给本文的研究以很大的帮助，

在中国计算机博弈领域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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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UCT 算法在计算机围棋中的使用，传统的基于静态评估的 大 小树搜索

正逐渐被基于蒙特卡洛评估的 UCT 树搜索所取代。本文以分别介绍对比了这两种不同的搜

索方法和评估方法，并讲述了计算机围棋中模式的提取、排序和使用等相关方法。 
 
关键词： 大 小树  UCT  静态评估  蒙特卡洛  模式 

 
1. 引言 
计算机博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计算机围棋在计算机博弈领域中处于核心

的地位。在计算机围棋中，搜索和评估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计算机围棋的发展也可以看

作是搜索和评估算法不断改进的过程。 
本文简要讲述了计算机围棋发展的现状，以下章节依次介绍了如下相关内容：第二章从

围棋程序的角度大体讲述了围棋技术的发展阶段，第三章介绍了搜索策略的相关理论及应

用，第四章从评估策略的方面介绍，第五章介绍了围棋中的模式以及相关的提取和评测方法，

第六章进行了总结以及探讨了接下来需要探索方向。 
 

2. 计算机围棋发展历程 
早的计算机程序是 Albert Zobrist 在 1968 年编写的，它介绍了通过影响函数来评估地

域以及通过 Zobrist 哈希来探测打劫。 
早的计算机围棋竞技比赛是 USENIX 协会举办的，从 1984 年到 1988 年，持续了五

年。 
早期对计算机围棋研究起较大推动作用的是台湾应昌期先生所设立的“应氏奖金”，从

1985 到 2000 年每年的应氏杯中计算机围棋程序的获胜者提供一定的奖金；并且提供了让获

胜的围棋程序和年轻的职业棋手对弈的机会。 
欧洲围棋联赛从 1987 年开始举办计算机围棋比赛，USENIX 的计算机围棋比赛从 1988

年开始演变成美国/北美计算机围棋锦标赛，1988~1989 年作为应氏杯北美地区的预赛，David 
Forland 从 1990 年接手该赛事直至 2000 年，此后该赛事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停办，直至 2008
年，该赛事恢复举办。 

计算机奥林匹克也在 1989 年便开始举办计算机围棋，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停办过几届，

至 2009 年西班牙的比赛已经是第 14 届比赛。 
日本从 1995 年~1999 年间在东京举办 FOST 杯计算机围棋比赛，后被岐阜挑战赛所取

代；岐阜挑战赛在 2003~2006 年期间每年在大恒、岐阜举办，之后由于缺少款项的支持而停

办。UEC 杯从 2007 年开始已经在日本东京的电气通信大学成功举办了两届， 2009 年 11
月底将举办第三届 UEC 杯。 



计算机围棋发展现状 

  ‐ 14 ‐

             中国机器博弈锦标赛从 2006年开始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2007 年第二届锦标

赛开始加入计算机围棋比赛，2008年由于第 13届计算机奥林匹克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主办），故两赛合并，没有单独举办中国机器博弈锦标赛；2009 年的赛事将于 11、

12 月在中国南方城市举办。 

 

3. 搜索策略 
对于围棋的巨大的搜索空间，在当前的计算条件下要想穷举所有可能的路径根本不现

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适当的搜索深度范围内获得 大的搜索效率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目

标。 
 

3.1 大 小搜索 
双人对弈游戏中采用 广泛的搜索算法就是 大 小树搜索。对于当前的一个局面，它

要求在每层展开双方的所有着法直到到达一个可评估的状态，之后，将评估结果由叶到根逐

层返回，对于己方的层，选择评估值 大的节点，对于对方的层，则选择 小值， 终得到

优的着法。 
大 小树搜索的一个局限就是必须要展开整棵搜索树，当整棵搜索树展开后，就能通

过 大 小树得到一个 优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如此。对于搜索树较大的情况，在

有限时间内可能无法充分遍历；而且对于许多需要在线学习的情况，并不能很好的预知可以

给搜索提供的时间。如图 3-1 中，整棵搜索树只有一部分被展开，有一大部分的节点尚未被

探索过，这种情况下也就根本无法返回结果了。 

 

图 3-1 有限时间内的 Alpha-Beta 搜索，标记为“？“的节点为尚未被探索的节点 
 
3.2 UCT 搜索 

计算机围棋的搜索过程中，对于博弈树每一层的选择都可以看做是对一个有多个回报率

不同拉手的老虎机的拉手的选择过程，这个具有多个拉手的老虎机的模型就被称为多臂匪徒

模型。UCB1 算法就是解决在多个臂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而 UCT 就是将 UCB1 应用在树

搜索的过程中，将每个节点每一层的选择都看作是一个对多臂匪徒模型的选择过程[2]。 
 

3.2.1 多臂匪徒模型 

    多臂匪徒问题是由 Robbins 于 1952 年 早提出的，是一个协调在对新知识的试探的同

时来通过对已有知识的利用来做 优决策的模型。 

        多臂匪徒模型可以被看作服从一个分布集 },...,,{ 21 kRRRB = ，K 个拉手中的每一个

可以被看作服从其中的一个分布。其中， kμμμ ,...,, 21 可以分别看作分布 kRRR ,...,, 21 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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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这个过程中赌博机每轮都有一个拉手被拉动并产生回报，我们的目标就是将拉手的回

报 大化。在经过 T 轮之后后悔度 ρ 可以被看作一个 优策略所得的回报之和与目前为止

观察值之和之间的差值：  

∑ =
−=

T

t trT
1

* ˆμρ                                             (1) 

其中，μ*是 大回报均值，μ*=maxk{μk}， 是第 t 轮的回报。 

衡量一个分配策略好坏的指标就是后悔度，即所选策略并不是每次都拉动回馈 好的拉

手所造成的损失。解决多臂匪徒模型的核心是就是要在探索和利用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探索

就是进行更多的试探以获得更多的知识，而利用则是对当前已经获得的知识的使用。 
 

3.2.2 UCB1（Upper Confidence Bounds）介绍 
        UCB1 就是用来解决多臂匪徒问题的策略，属于半统一策略中的 ε-下降策略，它能很

好的在探索和利用之间进行平衡以获得较优的效果。  
        对于 UCB1 算法，在 n 次拉动拉手之后，它的后悔度不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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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j jμ μΔ = − ；  

UCB1 算法的处理流程如下：  
1. 让每个节点模拟一次； 

2. 选择使得
)(

log2X
nT

n

j
j + 取值 大的拉手 j，让节点 j 进行模拟； 

3. 重复 2 过程，直至设定的时间上限或模拟次数； 
其中，n 是模拟的总次数，Tj(n)是节点 j 模拟的次数，X 是节点 j 的胜率； 

UCB1 公式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前一部分 jX 就是对已有的知识的利用，而后一部分

2log
( )j

n
T n

则是对未充分模拟的节点的探索[3]。 

此外，基于 UCB1 公式进行调整得出的 UCB1-TUNED 也通过实验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会

得到比 UCB1 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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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X 为第 s 次拉动拉手 j 所产生的回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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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UCT（UCB applied to trees）算法 
UCT 是对 UCB1 在 大 小树搜索中的一个扩展，它将每个节点看作一个单独的匪徒，

该节点的子节点看作相互间独立的手臂。UCT 算法就是完成在设定的时间内不断完成从根

节点按照 UCB 的指引 终走到某一个叶子节点的过程。 
整棵 UCT 树是不断展开的，每完成一次从根节点到叶子节点的过程之后，就对该叶子

节点进行评估，将该叶子节点展开生成新的叶子节点，而原叶子节点则变成内部节点。在

UCT 过程中，每完成这样一个过程之后，都需要对相关节点状态进行一系列更新： 

1),(),( +← tttt asnasn                                              (5) 

)],([
),(

1),(),( ttUCTt
tt

ttUCTttUCT asQR
asn

asQasQ −+←                (6) 

其中，n(s, a)是在状态 s 时选择行为 a 的总次数；  

             ∑ +=
=

T

tk kt rR
1

，是在一个从根到叶子节点的过程中，从某一节点被访问的时刻 t

开始到该过程结束时刻 T 为止的总反馈； 

             ],|[),( aassREasQ ttt === π
π

，是通过策略 π 在状态 S 下采用行为 a 后的反

馈； 
从图 3-2 中可以看到，UCT 树是不对称生长的，而且其生长顺序也不是能事先预知的，

它仅展开它根据 UCB 公式所走到过的位置的节点；它会采用一种自动的方式来对好的节点

进行更多的探索。由于 UCT 树也是一颗博弈树，因而在到达叶子节点后，对该叶子节点的

评估值也采用 大 小搜索的方式向根节点逐层进行传递[5]。 
此外，UCT 树搜索还有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可以随时结束搜索并返回结果，在每一时刻，

对 UCT 树来说都有一个看起来 优的结果，这对于在线学习来说非常重要，很多情况下，

并无法预知一次搜索可以有多少时间可用，在什么时间结束；Alpha-Beta 搜索就需要在搜索

之初就对搜索树有个预测，而对于在线学习，如果现实可用的时间突然变短，它就无法遍历

完预先设定好的节点，也就无法给出结果，图 3-1 中描述的就是 Alpha-beta 搜索中的这种情

况。 
在 UCT 程序中，树搜索部分采用 UCT，通过随机模拟部分来对叶子节点给出评价。图

3-2 中，每次扩展和模拟后，与之相关节点的 UCT 值就都会被更新。 

 

图 3-2 在 UCT 搜索中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来评估； 下一层的数值就是对该叶子节点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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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结果——胜/负(1/0)；每个节点中的数值就是该节点的 UCT 分数 
 
4. 评估策略 
4.1 静态棋局评估 

由于围棋搜索的巨大空间，在搜索树展开时几乎不可能到达真正的 终状态，所以如果

能对某些中间状态进行准确评估就无需展开到真正的 终状态就可以得到不错的结果。静态

评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静态评估主要是通过围棋知识来对当前局面进行判断评估，

其主要的方法就是采用影响函数和死活判断。 
 
4.1.1 影响函数的作用原理 
影响函数是用来衡量棋盘上每个棋子影响力的，用来表明一个棋子对其周边环境的掌控

能力。使得在开局时落子可以适当分散，终局时可以尽 大限度的获得更大的地域。 
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可以看作一个影响源，其影响力向四周扩散，影响力随距离的增长

而逐渐下降。影响仅当周围为空时才能无障碍的扩张，当遇到己方或对方的棋 子的有效阻

挡的时候才被挡住，此外，当影响力抵达棋盘边缘还未消弱到一定程度时，该棋子的影响力

就会被棋盘边缘反弹回去。每个点的价值可以看作是盘上的每个棋子的影响力的叠加。 
图 4-1 中，角上对白来说是安全的，黑子对其内部影响可以忽略。为阻止黑子影响泄漏

到角部，GnuGO 中则使用表示障碍的模式来修改黑子在此点的渗透度为零，而白子在此位

置则仍可继续。 

 
图 4-1 黑子的影响力在 A 点的渗透 

 
4.1.2 局面评估   
在判断盘面的形势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死活的判断，它可通过战术搜索和死活搜索来获

得，其中，对棋块死活评估的复杂的原因也在于它需要涉及到对全盘的局势进行评估。 典

型的就是打劫问题，当涉及到打劫活时，就需要考虑到双方的劫材；如果碰到两个劫或多个

劫的情况，问题的复杂性将会更加难以控制。 
战术搜索是有选择的、面向目标的搜索，包括确定串或棋块的死活、联接的稳固性、是

否可形成眼位、产生候选点等一系列与形势判断相关的目标。战术评估和全盘评估有所不同，

战术搜索的 优点在战略上可能是重要性很低的。为了防止在战略意义不大的战术搜索上消

耗过多时间，需要在搜索时间和搜索内容上对战术搜索进行制约，也因此战术搜索不可能达

到全盘搜索的深度，其可搜索的分支数也只能处在一个很小的规模。战术搜索可根据其搜索

棋块所包含的空间的大小，来设定一个搜索分支的上限。 
 

4.2 动态棋局评估 

    静态评估方法尽管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每个棋局会有每个棋局的具体情况的不

同，想采用一套固定规则去覆盖所有的情况必然会由于各种例外情况的出现而产生出各种不

足。 重要的一点，规则的描述不可能非常的准确，因为围棋中的很多情况甚至连职业棋手

也很难精确的描述，而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同时，规则又不能过度复杂，规则过度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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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让机器处理起来效率低下，而且也会超出开发人员所能掌控的复杂程度。 
 
4.2.1. 动态评估方法——蒙特卡洛(Monte-Carlo)方法 

    蒙特卡洛方法，也称计算机随机模拟方法，是一种基于概率统计理论为指导的非常重

要的数值计算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当求解问题涉及到某随机时间的出现概率或随机变量的

数字特征时，通过大量反复进行实验的结果来估计这一随机时间的概率或者其数字特征。 
蒙特卡洛思想应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用来求圆周率，图 4-2 中，为了计算π ，在圆 C

外画一个外切正方形 S，在 S 的范围内随机扔点，由于 S 的面积可以很容易求得，我们只要

用落在 C 内的点和落在 S 内的点的比值——图 4-2 中为 40/50=0.8——便可得到圆的面积，

进而求的 3.2π ≈ 。 

 

图 4-2 蒙特卡洛方法计算圆周率 
蒙特卡洛方法其准确性主要受两方面 影响，其一是随机模拟的次数，随着模拟次数的

增加其计算的准确程度会不断提高；其二就是随机数的随机性，由于在计算机模拟中，随机

数都是伪随机数，伪随机数的分布也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 
 
4.2.2. 蒙特卡洛在计算机围棋中的应用 

在计算机围棋中，蒙特卡洛方法常用于对一个局面的评估。让程序在当前局面的所有可

下点中随机选择一个点摆上棋子，不断重复这个随机选择可下点的过程，直到对弈结束[1,4]。 
        其中，随机策略是一个值得考虑和改进的地方， 简单的策略就如前面所述，在所有

的可下点中随机选择一个；当然，这样选择出来的点随机效果是 好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

讲，随机性的增加也会带来收敛速度的降低。围棋的搜索空间也意味着几百万次的模拟也只

能覆盖搜索树的很小一部分，因而，在随机策略中加入知识去加快其收敛速度是十分必要的。 
        在随机选点的过程中，一些策略也可被加入进来，如：检查己方被打吃的棋块是否可

以逃，是否需要点眼防止对手做活，利用模式的统计特性，在棋盘上较空的地方放一手棋等；

这些都可以被放在随机选点策略中，可以根据不同策略的紧要程度来排列这些策略在随机过

程中作用的先后顺序，这些策略本身也可以根据其重要程度被赋予不同的随机性。 
        在策略中加入适当的随机性，不仅会加快收敛速度，而且也不会因为知识的过多介入

而导致随机性降低。 
        表 4-1 中是蒙特卡洛过程的伪码，通过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断的迭代， 终选择回报

好的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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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蒙特卡洛过程伪码 
 

4.2.3. 蒙特卡洛博弈树搜索 

        蒙特卡洛博弈树就是在树搜索的过程中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对树的节点进行动态评估，

通过评估的结果，来指引对搜索树节点的选择。在节点的选择上则采用 UCT 公式进行选择。 
        树搜索过程如下： 

1. 将根节点 R 进行扩展，对接下来所有可能的路径建立子节点 C(R)； 
2. 对每个 C(R)进行一次模拟； 
3. 将 R 标记为当前节点 V； 
4. 对 V 的子节点采用 UCT 公式进行计算，UCT 值 高的节点 Umax(V)； 
5. 如果 Umax(V)为非叶子节点，则令 V＝Umax(V)，回到过程 4；否则，将 Umax(V)

标记为 L； 
6. 对 L 采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模拟，将结果从 L 到 R 依次更新， 
7. 将从 L 到 R 的所有节点的访问次数增加； 
8. 采用 UCT 策略： 

 如果模拟结果为胜，则将从 L 到 R 顺序中的所有与 L 相同颜色的节点的胜

利次数增加； 
 否则相反颜色的节点的胜利次数增加； 

9. 对 L 进行扩展，并将子节点 C(L)初始化； 
10. 检查是否设定的时间已耗尽或模拟次数达到设定值， 

 如达到，则在 C(R)中选择胜率 高节点返回； 
 否则，回到过程 3； 

 
5. 模式 

模式是对围棋中的某个下法或判断的形象化的表示，以此来对局势进行判断或者指导下

棋；它不同于规则，规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易于被人接受和理解，但是对计算机而言就略

显困难。而且不同的规则没有一个统一的表示，每个规则都需要单独处理，规则的增多会直

接导致程序复杂性的提高，以及效率的降低；而模式作为对棋盘状态的一个直接抓取，更加

直观，更加易于被计算机所处理。 

  1: function MonteCarloPlanning(state)  
  2: repeat 
  3:     search(state, 0)  
  4: until Timeout  
  5: return bestAction(state,0)  
  6: function search(state, depth)  
  7: if Terminal(state) then return 0  
  8: if Leaf(state; d) then return Evaluate(state)  
  9: action := selectAction(state, depth)  
10: (nextstate; reward) := simulateAction(state, action)  
11: q := reward + search(nextstate, depth + 1)  
12: UpdateValue(state; action; q;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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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上下文模式 
5.1.1 上下文模式介绍 

在围棋中，一手棋子的价值并不是由其本身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它所处在的位置

以及它周围的具有上下文关系的棋子所影响，并且可以据此算出该手棋的价值。我们把在一

手棋和处于该手棋周围与之具有相互影响的棋子之间的关系称为上下文关系，具有这种上下

文关系的一块棋子就组成了上下文模式[6]。 

 

5.1.2 模式的频率 

根据前面章节关于上下文模式的定义，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棋谱中根据上下文模式出现

的频率的不同来自动提取模式。其中，棋谱中的每一手棋子的落子位置作为所要提取模式的

中心点。 
提取过程如下： 

1.     从棋谱中按顺序取出下一手 M； 
2.     将这手棋子摆在棋盘对应的位置上； 
3.     以 M 为中心点提取模式 P； 
4.     如果 P 已经被记录，则增加 P 的出现频率；否则在模式中加入 P，并初始化相

关信息； 
5.     如果棋谱中还有棋子未被提取出来，回到过程 1，否则结束；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时间复杂度是 O(N)，N 为棋谱中棋子的总手数。  

 
图 5-1 从 16067 个专业棋谱提取出的十个出现频率 高的 3*3 上下文模式。 

 
5.2 模式的评分 

评分系统本身的应用空间很广泛，包括对偏好、态度倾向、投票系统、社会选择和公

共选择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有广泛应用，并且在多代理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也有所应

用。 
        在计算机围棋领域，为了能更好的对模式进行排序，对模式进行更合理的应用，引用

这些已被广泛使用的评分系统的模型，在计算机围棋中必将会带来很好的效果。通过对这些

评分系统进行比较，参照模式所需要使用的不同环境，找到一个更适合我们程序的评分系统

来对模式的统计特性进行计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5.2.1 双人对弈游戏以及 Bradley-Terry model 
        成对比较模型通常被用来在两个实体间进行比较，以得出哪个更优。教育和心理学家

L.L. Thursrtone 于 1927 年 早在成对比较中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评测（law of comparative 
judgment），Bradley 和 Terry 于 1952 年在 Thurstone 的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成对比较的

概率模型（Bradley-Terry Model）。 
        Bradley-Terry 模型是根据多个实体间两两对战的结果来计算出每个实体的强度。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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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中，对于一个局面，我们落子在了 A 位置，而没有落在其它位置，我们就可以认为是根

据 A 点所生成的模式战胜了根据其它可下点所生成的模式。 
        在 Bradley-Terry 模型中，对于 m 个选手的情况， 

m

iwinsiindividualP
γγγ

γ
+++

=
...

)(
21

                         (7) 

其中， iγ 是指第 i 个选手的强度，也就是这个模型中需要求得的部分。 

      通过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模型进行求解，产生了很多评分系统，这些评分系统在不同领

域有着不同的应用。 
 
5.2.2 Elo 评分系统 

      在 Elo 评分系统中，通过贝叶斯推断来获得选手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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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是之前的对弈结果； 

为了将计算简便，可以采用一个虚拟的结果 'R 来表示先验，这样便有 ( ) ( ' | )P r P R r= ，

P(r)是先验概率，P(R)可以看作常数，对 ( | )P r R 的估计就可以转变为求 ( , ' | )P R R r 的 大

值。 
对于 N 个选手，L 是选手 i 和其它选手的对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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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A 、 ijB 、 ijC 、 ijD 是和 iγ 无关的常数，为了使 L 取得 大值，我们采用贝叶斯推断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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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W 是选手 i 胜利的次数， ijC 是对弈 j 中 i 的队友的强度， jE 是参加比赛 j 的所有选

手的强度，多人的强度为其中每个人强度的乘积[8]。 
 

5.2.3 Elo 方法对模式进行评分 

在提取模式时，我们将棋谱中的棋子依次摆在棋盘上，对于一个棋盘状态，在棋谱中的

实际落子位置和其它可下点间就可以建立起一种比较关系，对每个可下点提取模式后，便可

以采用 Elo 方法来对各个模式计算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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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53102 62.419838 58.493591 45.701443 45.521603 

     

44.054707 41.683216 40.902256 39.179165 35.647663 

表 5-1  用 Elo 方法对从 16067 专业棋谱提取的模式的评分中 高的十个模式的分数 
 

5.3 模式的搭配 
5.3.1 模式搭配的介绍 

通过观察和经验可以发现，模式很少被单独的使用，他们通常是几个上下文模式配合起

来发挥作用。 
围棋中的模式就如自然语言中的词，单独使用所表达的意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具有一定

关系的两个或多个模式间通过搭配关系可以表示更复杂的意思。 
 
5.3.2 模式搭配关系的获取 

获取模式搭配关系的流程如下： 
1. 获取该手棋的上下文模式 S； 

2. 将该手棋周围不为空的点找出来， nMMM ,...,, 21 ； 

3. 获取 1 2, ,..., nM M M 的上下文模式 1 2, ,..., nS S S ； 

4. 将 S 和 },...,,{ 2 nSSS 中的每一个上下文模式分别组合形成模式对，

nSSSSSS ,...,, 21 ； 

5. 通过假设检验判断 ),( kSS 在一起的紧密程度； 

其中，在获取 )1( nKM k ≤≤ 的上下文模式时，只包含时间顺序上在 kM 之前出现在棋盘上

的棋子； 
如图 5-1 中，为了提取第 11 手的上下文模式，我们不只要关心第 11 手周围的上下文模

式，还要关心在其周围的第 8 手的上下文模式。 

 

图 5-1 上下文模式的抓取 
 

6. 结论 

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以及硬件价格的下降使得对计算性能有很强依赖的蒙特卡洛模拟成

为可能。近年来随着研究人员不断的探索，使得 UCT 算法被发现并用来解决计算机围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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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搜索问题，借助蒙特卡洛模拟对搜索树中节点进行动态评估，使得计算机围棋水平显著提

升。 
但是，随着基于 UCT 的蒙特卡洛算法的性能被不断的发掘，其瓶颈也慢慢的显露出来，

它只是依赖于大量的模拟计算来得到 优解，但并没有对全盘有个战术的把握，只有整体上

的目标，而对局部目标并没有一个认识。要从根本上解决计算机围棋，必须做到通过将盘面

的分解来获得子目标 ，以此来获得对盘面战术上的掌控。 
如何将蒙特卡洛的模拟结果利用起来去解决盘面的划分问题是一个有待于继续探索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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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博弈搜索中极大极小算法与 UCT 算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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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所指的复杂博弈有以下两个特点：1）搜索空间大，现有计算能力只能搜索

全部搜索空间的极小一部分；2）博弈局面复杂，现有计算方法无法对博弈局面进行准确评

估。文章以机器博弈的介绍为起点，从具体实现、优缺点等方面对基于静态搜索思想的极大

极小算法和基于动态搜索思想的 UCT 算法进行了比较。在利用两种方法解决同一实际问题

后，验证了两种算法各自的特点并在深入分析中找到了二者的不同。经过分析发现，基于动

态搜索思想的 UCT 算法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更适用于解决需要大规模搜索的复杂

问题。 
关键词：博弈 搜索 极大极小算法 UCT 算法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nimax and UCT 

for complicated games 
 

Huang jing 1  Liu zhiqing 2   
BUPT-JIU DING Computer GO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China100876 

Email：flyanjj@yahoo.com.cn 1 
Email：zhiqing.liu@gmail.com 2 

 
Abstract：The complicated games referred to by this paper have the following two 

characteristics: 1) the search space is large and the existing computer power can only search a tiny 
faction of all the search space; 2) the game situation is complicated and the existing method of 
calculation can not accurately assess the game situat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uter game.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t compares the 
minimax search algorithm which is based on the static search and the UCT algorithm which is 
based on the dynamic search. Through using two methods to solve the same practical problems,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re verified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methods are found. After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UCT algorithm which is based on the dynamic search is more 
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y. The algorithm is more suited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which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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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cale search. 
Keywords:  game  search  minimax  UCT  
1. 引言 
人工智能诞生50多年以来，在知识工程、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领域取得了蓬勃发展。

其中，计算机博弈受到了人们特别多的关注。因为在计算机博弈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实际问

题得以解决，这使得人们看见了电脑智能向人类智能靠近的希望。 
但是，现有的大量计算机博弈程序的基本思想仍然基于静态搜索算法，它们往往依赖于

较为完整的博弈树，因而缺乏灵活性，且效率不高。由于这样的缺点，使得静态搜索算法很

难被用在更为复杂的博弈游戏中。为此，人们开始了对动态搜索算法的研究。目前，一些动

态搜索算法已经被应用于计算机围棋中，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

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搜索方法在解决同一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性能，从实验角度证明动态

搜索方法有着更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2. 博弈及极大极小搜索 
博弈[1][2]，是一类富有智能行为的竞争活动（例如：下棋、打牌、战争等）， 简单的博

弈是双人完备信息博弈[3]。双人完备信息博弈是指两位选手对垒，轮流走步，每一方不仅知

道对方已经走过的棋步，而且还能估计出对方未来的走步，对弈的结果是一方赢，另一方输，

或者双方和局。双人完备信息博弈过程可以使用一棵特殊的“与或树”表示（图2-1），这种

“与或树”被称为博弈树，通过搜索博弈树实现问题求解。博弈树有下面一些特点： 

 
图2-1 博弈树 

（1）博弈的初始状态是初始节点。 
（2）博弈树中的“或”节点和“与”节点是逐层交替出现的。自己一方扩展的节点之

间是或的关系，对方扩展的节点之间是“与”的关系。双方轮流扩展节点。 
（3）整个博弈过程始终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所有能使自己一方获胜的终局都是本原

问题，相应的节点是可解节点；所有使对方获胜的终局都是不可解节点。 
求解问题时一般采用搜索博弈树的方法，办法是生成一定深度的博弈树，找出当前 好

的行动方案。在此之后，在已经选定的分枝上扩展一定深度，再选择 好的行动方案，如此

进行下去，直到分出胜负或者和局。每次生成博弈树的深度，当然是越大越好，但由于受计

算机内存空间的限制，博弈树的深度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每次扩展节点时必须至少扩展一

层“或”节点一层“与”节点。常用的搜索有极大极小搜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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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极大极小搜索示意图 

极大极小搜索的5个步骤： 
A．生成整个博弈树，即扩展树的每个节点。 
B．用静态估值函数F对每个叶节点进行估值，得出每个终节点的评价值。 
C．用终节点的估值来得到其搜索树上一层节点的估值。 
D．重复C过程在max层取其分支的 大值，min层取其分支的 小值，一直回溯到根节

点。 
E． 终，根节点选择分支值 大的走步走。 
图2-2为每个节点仅有两个子节点，深度为4的博弈树。其中的叶节点如果不是自然终结

节点，可由估值函数给出评估值，用来形象地表示己方在该叶节点时的收益。用极大极小值

算法从叶节点向上，“max”节点取其子节点中的极大值，“min”节点取其子节点中的极小

值，由叶节点层层递推可得到根节点的值为∞，来自于其右子节点。这个求解过程表明当前

决策方应该选择其右子节点的方法，在双方都是理智决策的前提下，能保证获得收益∞。 
在John von Neumann早期论述中[4] [5]，终端节点的取值只有1、0和-1，代表胜、和、负。

而实际的计算机博弈树构造中（如图2-2所示），利用极大极小算法完成搜索时，节点的值可

以是灵活的，一般给出一个整数值代表一定的收益，再用“∞”代表获得全部收益，“-∞”

代表没有任何收益，这就为非完整博弈树的求解（搜索）扫清了障碍，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

更复杂的问题——怎样才能给出合理的估值函数。 
 

3. 基于UCT算法的搜索 
1） 基于rollout思想的算法 
在本文中，我们将考虑Monte Carlo[6][7]算法（它也被称为基于rollout的算法）。不同于多

级式树的建立，一个基于rollout思想的算法通过从初始状态开始重复给出抽样事件而建成前

向树。而每一个事件都是状态-行为-奖励的三元序列。那些因事件被加入到树中而产生的信

息，也将成为树的一部分。 
我们考虑基于rollout思想的算法的原因是，它允许我们记录那些曾经遇到过的已抽样状

态的行为评估值。因此，如果状态是重复遇到的，则这些行为评估值能够被用来帮助我们有

倾向性地选择之后的行为，这样可以潜在地加速估计值收敛的速度。如果这些重复遭遇的节

点在整个程序中所占例较小的话，那基于rollout思想的抽样过程就将退化成非选择性的

Monte-Carlo过程。另一方面，继承状态的范围也会集中于仅有的几个状态。通过执行基于

rollout思想的算法得到的样本将优于其他方法产生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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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Monte-Carlo 算法的伪码 

上表（表2-1）是Monte-Carlo算法的伪码。该算法迭代产生事件，并且返回那些具有

高平均行为奖励的节点。在Update Value程序中，总的收益值q用来修正那些给定了的状态行

为在指定深度的估计值。事件通过search函数产生。该函数递归地选择并实现行为，直到满

足某个终止条件。整个算法的执行将严格依赖于怎样选择行为（第9行）。在非选择性的

Monte-Carlo算法中行为将被均匀地抽样。而UCT算法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很好地实现选择

行为抽样的方法。 
2） 随机老虎机问题和UCB1 
一个有k个臂（节点）的老虎机被一系列的随机收益值所表示，Xit，i = 1，……，k；t ≥

1，这里i表示第i个臂的编号。拉动第i个臂，得到Xi1，Xi2，……。为了简单，我们假设收益

在0~1之间。而下一个将被选择的臂的编号，既取决于过去所选择臂的情况，也受限于得到

的收益值。根据这一策略，可以预期到损失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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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个损失的原因是以上策略不一定会选择 佳的臂。如果某策略希望造成的损失增长率

不超过某个常数，那么它就应该解决继续探索和利用当前状态之间的平衡问题。 
UCB1算法 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成功的解决了继续探索和利用当前状态之间的平衡问

题。它为所有臂记录了平均收益 ）（， 1-tTi i
X ，并且选择有 大置信上界的臂：

}cX{argmaxI 1-tT1,-t1-tTi
}K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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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st,c 是偏移序列。在我们需要的搜索中，UCB1被

用来确定内部节点将要选择的下一个尝试的行为。由于对任意给定的节点其收益的序列值是

随时变化的，因此，在UCT中，
s
tc st

lnC2 p, = 。 

3） 推荐算法 
就每一个已扩展的内部节点而言，在UCT中行为的选择问题就好比一个单独的多臂老虎

机。不同的臂就相当于不同的行为，而收益相当于以该节点为起始点的路径的累积奖励值。

特别地，在状态s，深度d处，使 )(),(t ,,,
,,Q tNtN dasds

cdas +）（ 大的行为将被选择。 

 
4. 不同搜索方法应用于简单游戏的性能比较 
为了显示不同的搜索方法在搜索性能、可实现性等方面的差距，以下将用它们分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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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简单游戏的求解。我们希望这个游戏不需要其他任何知识，以便能更直观的凸显两种

方法的区别。 
游戏内容：有一堆火柴，数量为n根；博弈的双方轮流取走一定数量的火柴，每轮至少

取走一根， 多取走m根（m≤n），谁能取走 后一根火柴谁就是胜利者。该游戏不需要额

外的知识，而且这是一个有确定解的问题，可以辅助验证答案的准确性。 
分析：这是一个有确定解的问题，即如果n是（m+1）的整数倍，则后手一定赢，因为

无论先手取走多少，后手都可以根据情况使自己与先手所取火柴根数之和等于（m+1），这

样后手必然能拿到 后一根；而其余情况下都是先手获胜，因为只要第一次先手取走了

n%(m+1)根火柴，所剩下的火柴根数一定是(m+1)的整数倍，所以结果也是确定的。 
1） 使用极大极小搜索算法 
为了能够体现极大极小搜索算法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性，在这里并不使用上面的分

析（因为现实中大部分复杂问题是不能轻易找到确定解的）。于是，我们尝试去找一个评估

函数给出特定层数的评估值，但是除了利用确定结果外，我们很难给出适当的评估函数。所

以，在实验中，采用了John von Neumann在其早期论述中提到的方法，终端节点的取值只有

1、0和-1，代表胜、和、负，每次搜索都要获得 终结果才算结束。 
这样的方法得到的结果是绝对的正确解，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 
图 4-1 给出了在火柴根数不同每次至多能取 3 根时，节点个数的增长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空间的增长速度是指数型的：当初始火柴根数为 20 时，节点数为 133079；初始火柴根

数为 21 时，节点个数是初始火柴根数为 20 时的 1.9 倍（252396）；而当初始火柴根数变为

26 根时，节点个数已经增加到了 6301680 个。 

若初始火柴根数为 n 时所需要扩展的节点个数为 T（n），每次至多取 m 根火柴，则有： 

 
由①②可推导出： 

 

所以 

 

由③⑤可以推出
mnnT −≤ 2)( （n≥m）。从该式可以看出，节点的个数大致满足以 2 为底的

指数分布，这与实验所示规律相符。 

与此同时，从图4-2看出，时间的变化也满足指数的增长：当初始火柴为20根时，做出

一次选择耗时仅0.484秒；但是，当火柴根数为26时，耗时已经超过20秒。说明在利用极大

极小算法时，所用时间约等于1.9^(n-20)*0.484 秒。也就是说，在 初节点数较少的时候，

该算法还能保证一定的有效性，可是当节点扩充到一定程度后，时间上的消耗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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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UCT算法进行搜索 

从图4-3可以看出，在用时只有极大极小搜索算法用时40%的情况下，UCT搜索几乎能够

给出完全正确的答案，并且在用时为极大极小搜索算法用时30%时，正确率已经高于80%。由

此我们能看到UCT算法效率上的优势。 

从图4-4我们可以看到，采用UCT方法后，空间的消耗也远小于极大极小搜索算法的消耗。

这是因为UCT算法本身在继续探索和利用当前节点方面有着很好的平衡。在树的建立之初，

好的节点可能被更多地访问，而那些没有被尝试过的节点也可能在一定的探索后被访问到。

而树在建立到一定程度后，一些看起来绝对坏的节点将不会再被扩展。这使得更大规模的搜

索成为可能，减小了内存对搜索的限制。 

由于本题对于获胜方而言，每一步都是有固定唯一解的，所以UCT搜索相较于极大极小

搜索在时间上的优势未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但是，实际问题中，获胜的方式往往不止一

种，相对 优解就已经足够。而且UCT搜索可以完全脱离知识，只用反复地随机模拟就能估

计出结果。即使在面对一些确定解问题（例如：某些棋类的残局问题），适当的模拟时间就

可以使得求解到的答案具有很高的正确率。因此，我们可以省去找寻启发式函数的过程；同

时，我们可以控制搜索时间，在任意时间内我们都可以得到反馈的结果。而在空间上UCT搜

索方法更是优势明显。所以，是值得在更加复杂的问题中使用的方法。  

 

 
5．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基于动态搜索的UCT算法具有高效性和灵活性等优点，更适

用于需要大规模搜索的复杂问题。但是，由于其搜索的过程是基于模拟和评估，所以答案的

正确率并没有静态搜索算法——极大极小搜索算法好。怎样将两个算法更好的结合，是以后

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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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grams of computer GO were traditionally constructed using a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modern computer GO programs are constructed using Monte-Carlo Tree Search (MCTS) 
with 3x3 patterns. In both cases, quantity,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patterns used determine the 
strengths of the programs to a large extent.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an approach for pattern 
coding and matching of a complete 3x3 pattern library. This approach can also be used to 
represent knowledge of GO.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patterns coded in our approach can be used 
efficiently in MCTS and that the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ingo, out 9x9 computer GO 
program. 

Keywords: computer GO, pattern representation, pattern matching, Zobrist hash 
 

1．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GO stretches back some 4000 years and the game still enjoys a great 

popularity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its rules are simple, its complexity has defeated the many 
attempts done to build a good Computer-GO player since the late 70’s [1]. 

Recently, strongest GO programs all use modifications of UCT with patterns in Monte-Carlo 
GO[2]. Monte-Carlo simulations can be improved with basic GO knowledge, which is typically 
implemented as using patterns in simulations[3]. 

Because a large amount of patterns are used extensively in simula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code 
the patterns efficiently.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ways to represent patterns. The most effective is 
to use some bits to represent its color and these bits can be connected together to form a string or 
an integer. Usually, they use 2 bits to represent one position [3], but this kind of approach has some 
defects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below.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coding scheme to represent GO patterns in bits with position 
information accurately. We use Zobrist hash and incremental board update to speed up pattern 
matching during Monte-Carlo simulations. We also use 3x3 patterns to represent some basic GO 
concepts.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patterns coded in our approach can be used efficiently in 
MCST and that the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ingo, out 9x9 computer GO program. 

The rest of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discusses previous related works. Section 
3 presents our approach to GO pattern representation and matching. Section 4 presents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ing that GO patterns presented in our approach can be used 
efficiently in our GO program, and can improve the strength of the program significantly. This 
paper is concluded with a summary in Sec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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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evious related work 
Our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former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of GO patterns, the ranking of 

pattern using ELO rating, Zobrist hash which we present respectively in Section 2.1, 2.2 and 2.3. 
2.1 Former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of GO pattern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pproaches to define patterns. The approaches are usually based on 

the shape of pattern. If pattern shapes are regular, e.g. 3x3, 5x5, it can be defined simply and be 
used convenient and fast. 

Take 3x3 patterns for examples, we define its approach at first: use two bits to code the 
contents of a board point: empty(00), black(01), white(10), or boarder(11). The immediate 
surrounding pattern of a board point is a sequence of 8 2-bit codes from the northwest, north, 
northeast, west, east, to south, southeast. See detail information in Figure 1 and Figure 2: 

        

      Fig. 1. (Pattern Sequence)    Fig. 2.(A pattern instance) 
Pattern showed in Figure 2 can be coded as 02011012. This is a universal approach, as we 

only need 16 bits to code a 3X3 pattern. But it also has some defects which will be expound in 
section 3.1. 

2.2 Ranking of pattern using ELO rating 
When extracting patterns from high level players' GO records, we should sort them and ELO 

rating method can give a big help, just as Remi Coulom's paper Computing Elo Ratings of Move 
Patterns in the Game of GO[4] says. A new Bayesian technique for supervised learning of such 
patterns from game records, based on a generalization of Elo ratings.  

The Bradley-Terry Model allows to make predictions about the outcome of competi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i by a positive numerical value iγ . The stronger i, the higher iγ . Predict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o a formula that estimates the probability that i beat j: 

P(i beat j) = iγ /( iγ + jγ ). The Elo rating of individual i is defined by ir  = 10400log iγ . 

Then we can use Model parameters for non-shape features that Remi Coulom's paper 
provides. 

2.3 Zobrist hash 
Zobrist hash is a hash function construction used in computer programs that play abstract 

board games, such as chess and GO, to implement transposition tables, a special kind of hash table 
that is indexed by a board position. Zobrist hash is named for its inventor, Albert Zobrist[5][6]. 

Zobrist hash starts by randomly generating bitstrings for each possible element of a board 
game. Given a certain board position, it breaks up the board into independent components, finds 

out what state each component is in, and combines the bitstrings representing those elements 
together using bitwise XOR. If the bitstrings are long enough, different board positions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sh to different values; however longer bitstrings require proportionally more computer 
resources to manipulate. Many game engines store only the hash values in the transposition table, 
omitting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itself entirely to reduce memory usage, and assuming that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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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From paper [4] computing ELO ratings of Move patterns) 

 
collisions will not occur, or will not greatly influence the results of the table if they do. 

As an example, in 9x9 GO, each of the squares can at any time be empty, black or white. That 
is, each square can be in one of 3 possible states at any time. Thus one needs to generate at most 3 
x 81 = 243 random bitstrings. Given a position, one obtains its Zobrist hash by finding out which 
pieces are on which squares, and combining the relevant bitstrings together. 

One can update the position of a board simply by XORing out the bitstring(s) for states which 
have changed, and XORing in the bitstrings for the new states. 

 
3． Main Work 
3.1 Improvement of pattern coding approach 
As introduced above, 3x3 pattern can be represented simply. But it also has some drawbacks. 

For example, pattern 1 in Fig.4 and pattern 2 in Fig.5, pattern 1 with center in border, pattern 2 
with center in 2-line, they have same moves but different positions. As the first 3 moves in pattern 
1 is outside of the board, we have to code them as 11 while the first 3 moves in pattern 2 are on 
border and coded them as 11, so we cannot distinguish them. Also other same shapes with center 
in different positions are all have same representations. Then we divided the patterns into 3 parts: 
center move in the center board, in border and in line-2.  

While helpful, dividing patterns based on the line of the playing point still causes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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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guity due to the fact of pattern 1 and pattern2. As we all know, same color move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has different meanings, especially when moves in centers, borders and 2-lines. These 
pattern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We can see below figures Fig. 6 (a)-(f) to see different positions. 
To address this fully, we have encoded border info with the each point of the patterns as 
following: 

4 bits are used to encode each point in the context as follows: 
0000: empty not on border          0001: same color as the playing point not on border 
0010: opposite color of the playing point not on border 
0011: outside of the board          0100: empty on border 
0101: same color as the playing point on border 
0110: opposite color of the playing point  on border 
So pattern 1 can be coded as 33365221, pattern 2 can be coded as 44421221. In this approach, 

patterns can be represented clearly without ambiguity. 

    
 Fig. 4.(center on border)  Fig. 5.(center on Line-2) 

      
(a)         (b)         (c)         (d)         (e)         (f) 

Fig. 6 Different center positions in the game of GO. 
3.2 Zobrist hashing GO board and pattern matching 
We use Zobrist hash in our engine's GO board. First we generate 9x9x3=243 random number, 

one position contains three statuses: empty, black and white. We define an array named hashArray 
[black/white/empty] [position] to storage the value of 3 colors of each position.  

Then we calculate the hashing values of the extracted patterns. Each pattern has a list of 
values as one pattern may have some available positions to put(We have to consider the pattern 
rotations as the code have to be rotated too). Take pattern 1 for example, it has 20 available 
positions just as Fig. 6-(a) showed, for pattern 2, it also has 20 available positions as Fig. 6-(b) 
showed. We calculate each position's hash value and storage them: 

For each available position on the board: 
 Value = hashArray[first move color][position] 
 For second move to end move of a pattern: 
  Value ^= hashArray[color][position] 
We have to calculate values of each pattern when color reversed. Then we can storage these 

values in two files. When initializing our GO engine, we read values from file and storage them 
into two hash structures in memory. 

We construct an array in our engine to storage the hashing values of all 81 positions' 
surrounding 3x3 local patterns. When add a move, the array will be updated immediately and 
incrementally. For example: when we add a black move on E5, it just updates its surrounding 8 
neighbors, calculate its hash value using the above method, but we have to track whether this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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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remove moves, if this is true, we have to update the related moves’ hash values recursively. 
Then when using patterns to match with GO board, we just match the local GO board 3x3 

hashing values with the calculated pattern hashing value that created from that two files. If two 
values are equal, this position is one of those available matched with current board. This is 
frequently used when use patterns in simulations to guide next move. 

This approach is quite fast as we just compare among hashing values. To search something in 
hash structure, the time complexity is O(1). We use this approach to improve matching speed by 
the cost of memory space. And this strongly improved the strengths of our programs. 

3.3 Other basic knowledge of GO represent by 3x3 patterns for simulation  
As paper[2] concluded, they explored many different ways to use patterns in the simulations 

for Monte-Carlo Tree search. They found that the following priority order on move generations 
performed the best. 

a. Handling urgent capture and escape. 
b. Play urgent pattern move near the last opponent move. 
c. Play based on the extracted patterns. 
d. Random sweeping with neighborhood replacement. 
Based on the above pattern coding and matching approach, we also define some basic 

knowledge in our GO engine using patterns. 
“X” represents black, “O” represents white, “+” represents center move, and “.” represents 

empty, “-“ represents empty on border horizontally while “|” represents empty on border 
vertically. 

1. Eye. 

   
2.  Silly(A silly is an inefficient point, which are typically not played.) 

   

3.  ThrownIn(A thrownin is a self-atari point into a fake eye. Throwins are typically played, 
as a scarify, to reduce the liberty of the opponent stones.) 

  
4. Tiger(A tiger is a self-atari point for the opponent. Throwins are never played.) 

   
In this way ,when our engine use these knowledge, we can just use these patterns to match 

with board, especially when simulations, this can also improve the speed during s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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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periments 
We have conducted three experiments : 
The first one is engine with patterns and tactics plays with that without patterns but with 

tactics. The result is shown in the first and third row of table 1(Engine with black first and white 
first). It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engine with pattern can be increased by at least 84.90%. 

The second is shown in the second and fourth row of table 1. It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engine with pattern can be increased by at least 173.14%. 

We also did an experiment on CGOS: play with other engines using engine named c_test.1 
with patterns and tactics and engine named c_test.2 without pattern but with tactics. C_test.1 can 
get about 1780 while c_test.2 can only get 1538. We can see that engine with patterns is improved 
about 15.73%. 

Before using 3x3 patterns, we did pure random simulations, and the speed is about 12,000 per 
second. When use patterns sorted by ELO and other tactics in simulations, the speed reduced to 
about 3,500 per second. But the performance has largely improved.  

Table 1. Results of experiments with each engine plays both black and white 
Black White Score Improvement with pattern 

Pattern_Tactics NoPattern_Tactics 649:351 84.90% 
Pattern_NoTactics NoPattern_NoTactics 732:268 173.13% 
NoPattern_Tactics Pattern_Tactics 280:720 157.14% 
NoPattern_NoTactics Pattern_NoTactics 250:750 200% 

 
5． Conclus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attern coding approach, integration with Zobrist hashing method 

for pattern matching, the performance of our engine is largely enhanced from the experiment data: 
engine with pattern is largely improved by about at least 84.9% compared with that without 
pattern. When using some important tactics including the basic knowledge of GO in our engine, it 
largely improved by about 173.14% compared with engine without those tactics. From these 
works, we demonstrate that 3x3 patterns sorted by Elo and other basic knowledge is important to 
computer GO programs and the usage of Zobrist hash performs well also taking the tax of the 
program speed into consideration. From the scores of CGOS, we proof the integration of patterns, 
tactics and basic knowledge of GO in our engine is efficient and can achieve a better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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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六子棋的 TD 学习应用几乎处于空白,报告了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提出了

采用即时差分(TD, Temporal Difference)学习算法学习六子棋估值函数权值,且实现了调整过

程的自动化.避免了传统方法在调整估值函数权值上的重要缺陷，包括必须人工干预,其过程

单调、漫长、易出错等.经过 10020 盘自学习训练,自学习程序 TDLConn6 的胜率提高了 8%
左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机器博弈 即时差分学习 六子棋 
 

Using TD Learning in Computer Connect6 
 

Xin-he XU, Chang-ming XU, Z.M. MA1, Xin-xing LI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E-mail: xuxinhe@ise.neu.edu.cn 
 

Abstract: Since the application applied TD learning in Connect6 game is almost in blank,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levant staggered results achieved. A method using Temporal Difference 
(Abbr. TD) learning algorithm to adjust the weights of evaluation function in Connect6 is 
proposed, which also makes such adjustment process can be done automatically. In comparison,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o adjust weights of the evaluation function must be manual intervention, 
which is still a monotonous, endless, and error-prone procedure. After 10020 self-learning training, 
the program, TDLConn6, increased its winning rate with 8% around, which is a good result. 

Key words: Computer Games; Temporal Difference Learning; Connect6 

1. 引 言 

即时差分(TD, Temporal Difference)学习是 重要的增强学习方法[1],已经成功地应用到

许多实际问题中,包括机器人控制、天气预报等.TD 学习的重要目标是,在免于人工干预的情

况下,通过自学习训练来调整估值函数的权值.它打破了监督学习的限制. 
长期以来,要打造一个高水平的博弈程序, 耗时的工作莫过于估值函数的设计、实现以

及人工调参[2],TD学习为改善这种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TD学习算法诞生于Samuel早在1959
年的西洋跳棋程序[3]中.此后,在机器博弈领域内就有了更多的应用,如 Tesauro 的西洋双陆棋

程序 TD-Gammon[4]、Schaeffer 的西洋跳棋程序 Chinook[5,6]、Baxter 的国际象棋程序

KnightCap[7]等,其水平都接近或超越人类大师.但是,相关经验还不能推广到所有的棋类,时至

今日,将 TD 学习方法应用到机器博弈领域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在六子棋程序 NEUConn6 的基础上,设计了支持 TD 自学习的程序 TDLConn6,本文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873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077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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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2 六子棋简介 

connect(m, n, k, p, q)代表一族 k 子棋[8,9],也称连珠棋,博弈双方分别执黑和执白,黑
先.connect(m, n, k, p, q)的涵义:第一,棋盘包含 m×n 个交叉点.第二,黑第一次下 q 枚棋子,此后,
双方轮流下 p 枚棋子.第三,在（水平的、垂直的、对角线方向的）任何一条线上,能率先形成

本方连续不间断的 k 子序列者取胜;若双方均无法取胜,判和.其中,六子棋可形式化地描述为

connect(m, n, 6, 2, 1).六子棋无禁手;一般采用 19×19 的棋盘. 
设博弈双方表示为side1和side2,P0~Pn是局面序列,初始的局面为p0,则在着法的驱动下六

子棋的棋局演化过程将如图1所示. 

 
图 1□六子棋的棋局演化过程 

Fig.1 Procedure illustrating the position evolution in Connect6 game 

3 TD(λ)学习 

TD(λ)可解决多步的预测问题,文献[1~4]等均对它作了深入的介绍和分析.本文以机器博

弈为背景简要介绍基本TD(λ).令x1, x2, …, xm, z为一个状态（局面）序列,其中xt是t时刻的状态

(t=1, 2, …, m),每个状态xt都对应着一个向量,而向量的每个分量对应着一个局面特征,z为走完

后一步棋的局面状态（即,可从z判断出胜、负、和）.对于上述局面状态所构成的观测序列,
有一个相应的对z值的估计序列P1, P2, …, Pm.理论上,每一个预测Pt应为xt以及xt之前所有状态

的函数,但为了简化运算,只将Pt作为xt的函数.令Pt=Pt(w, xt),其中,w是权值向量.于是,TD(λ)学
习的过程便可归结为通过修正w来拟合估值函数的过程. 

TD(λ)利用回报值进行学习,这样,利用现有的监督训练技术就能实现函数的拟合.一般的

监督学习方法会构造一个监督学习序列(x1, z), (x2, z), …, (xm, z),从而对权值向量w加以训练.
而在即时差分学习中,用于训练的则是一个差分序列,即,(x1, P1), (x2, P2), …, (xm, Pm).考虑到机

器博弈的特点,采用“每个序列一更新”的权值更新方式,即,每结束了一盘棋之后,才一次性地

将序列的所有的权值增量都叠加到权值向量w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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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kP 关于向量w的偏导数.α∈[0.0, 1.0]是学习速率.α决定着参数

调整的幅度.α越大,权值的调整幅度就越大;反之,幅度越小.λ∈[0.0, 1.0]是衰减因子.λ决定着

学习过程是从短期的预测中学习,还是从长期的预测中学习.特别是,当λ=0时,仅从下一个状

态中学习;当λ=1时,仅从 终结果中学习,TD学习退化成监督学习. 
后,权值向量更新结果由下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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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m+1 = z. (3)式中还包含着可增量执行的计算[1].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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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值函数 

估值函数的设计是博弈程序 重要的议题之一.由于博弈问题的复杂性，设计出一个好

的估值函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4.1 手工调整参数 

在早期的博弈程序中,手工调参方法占据着主流地位.在初步设计好程序的估值函数之后,
主要通过观察大量对局中“犯严重策略性失误”的局面,来调整估值函数的各个参数.但是,
手工调参必然要求人类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该过程非常漫长,也容易出错. 

能击败人类世界冠军的西洋跳棋程序 Chinook[5],其开发者耗费了近五年的时间手工调

整估值函数的权值.可见,手工调参的工作量之大. 
4.2 权值调整自动化——BP 神经元网络 

作为 TD 学习的主要目标,估值函数的设计对学习的效果有深远的影响.与手工调整参数

相比,神经元网络就有较强的优势.神经元网络具有极强的泛化能力,网络的演化也不需要人

为干预.理想地,它能学习任何复杂的非线性的映射关系,或者拟合任何连续函数.网络的训练

没有假设任何先验的训练数据分布或输入-输出映射函数.对于非完整的,有缺失的和有噪声

的数据,网络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容错性.必须承认,神经元网络也有明显的缺陷.关于如何解

释神经元网络的能力,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所以常被看作黑盒.神经元网络还容易陷入局部

的 优解. 
尽管神经元网络远不完美,作为拟合函数的工具应用到博弈程序中,还是具有良好前景

的.TDLConn6引入了一个三层BP神经元网络,将它作为六子棋的评估函数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用TD(λ)算法训练它,其神经元网络的诸要素如下: 

网络的输入层.参照吴的工作[8,9]以及我们早期的工作[11],TDLConn6 的局面特征主要选

择为整个局面的重要棋型的类型及数目、重要空交叉点的类型和数目等. 终,TDLConn6 设

计了 32 个综合性的局面特征作为网络的输入.其中,黑方和白方各 16 个特征.每个特征对应一

个输入单元,共 32 个输入单元. 
网络的隐藏层.隐藏层结点过少时,学习的容量有限,不足以存储训练样本中蕴含的所有

规律;结点过多时,不仅会增加网络训练时间,而且会将样本中非规律性的内容如干扰和噪声

存储进去,反而降低泛化的能力.TDLConn6 设计了 14 个隐藏层单元. 
网络的输出层.TDLConn6 的网络输出层有 2 个单元.输出的值是实数类型.分别是对黑方

和白方特征的综合评估值.局面 终的价值用“走棋方特征的综合评估值−另一方的综合评估

值”这一差值来计算. 
传输函数和初始权值 .网络的相邻两层之间的传输函数对网络的拟合性能影响很

大.TDLConn6 选用 Sigmoid 函数,即 g(x)=1/(1+exp(-x))作为传输函数.Sigmoid 函数的值域为

(0.0, 1.0),对于走棋方的输出单元,用 1.0 表示取胜,0.5 表示和棋,0.0 表示输棋.权值的初始化决

定了网络的训练从误差曲面的哪一点开始.在 Sigmoid 函数中,若每个结点的输入均在零点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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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则输出均出在传输函数的中点,这个位置不仅远离转换函数的饱和区,而且是其变化 灵

敏的区域,有助于加快网络的学习速度.因此,TDLConn6 将神经元网络的权值都初始化为零.
当神经元网络的权值都为零时,网络各层神经元的加权和也全为零.为避免此情况,TDLConn6
在隐藏层和输出层都加入了介于-1.0 和 1.0 之间的随机实数作为偏置值. 

5 实验及结果 

5.1 训练集的生成 

六子棋的开局、中局、残局策略几乎没有明显的不同,不妨选择常见的开局局面作为训

练对象.我们挑选了 26 个均衡的开局局面,它们的第一颗黑子均在天元,都只有 3 枚棋子.取
ST={与这 26 个局面按旋转对称、轴对称等价的 170 个局面}.ST仅有 170 个局面,因为太小而

不宜直接用作训练集.在兼顾训练局面的质量基础上,提出一种带有随机性的自动扩展集合 ST

的方法,使扩展后的局面集保证训练样本具有代表性. 
已知 S=ST,S′={自动生成的训练局面}.||p||表示局面 p 中棋子的数目.在 TDLConn6 中,取常

数 c=8,令局面 pos∈S, pos′∈S′,且||pos′||−||pos||≤c,则随机生成满足上述条件的 pos′的算法见图

2.在图 2 中,当前局面为 p∈S∪S′,p′是 p 的一个直接后继局面,p′∈S′. 
1.   move_list := GenAllMove(p); 
2.   k := Min(TOP-K, num_of_moves); 
3.   best_k_list := SelectBestK(k, move_list); 
4.   for ( i=1; i ≤ k; ++i) { 
5.       probability[i] 　= P′(best_k_list[i]|p); 
6.   } 
7.   x := SelectOneMoveAtRandom(probability, k); 
8.   p′ := MakeMove(p, best_k_list[x]); 

图 2□训练集的随机性扩展算法 

Fig2. The algorithm to extend the training set at random 

TOP-K 决定了入选着法的范围大小.在图 2 的第 5 行中,根据(7)式计算着法 s 的概率

P′(ms|p).(7)式可使随机着法选择过程更加偏爱分值高的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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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式中的 V(p)是局面的估值函数.由于着法选择带有随机因素,因此,即便从同一个初始

局面出发,后续着法也往往不同,况且,每盘棋结束之后,神经元网络权值往往发生变化,候选着

法列表和候选着法的估值也随之变化.所以,图5扩展ST的方法是比较理想的,得到的也是一个

相对公平的测试集. 
在自学习训练过程中,自动生成训练局面的阶段(||pos′||−||pos||≤c)采用带有随机性的着法

选择策略;在剩余阶段(||pos′||−||pos||>c),则利用估值函数,根据极大极小原理选择 佳着法. 
5.2 “零知识”自学习训练 

在 TDLConn6 中,采用“零知识”的估值函数,即权值都为 0 的神经元网络作为估值函数,
并且不采用 TSS[10]策略,经过 10000 盘自学习训练（约 4 小时）,其着法仍然散乱无章.这说明,
它还不能很好地学到占据中间位置的重要性,更不用说TSS这种高级知识了.在与入门级选手

的 3 局比赛中,3 盘皆负.在“零知识”条件下，经 10000 盘训练的与未经训练的两个 TDLConn6
相比,除去和棋之外,其胜负比率几乎接近 1:1.显然,“零知识”条件不可取. 
5.3 引入先验知识的自学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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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DLConn6 中,适度地加入了先验知识,主要包括位置分值,单个棋型分值、多个棋型交

叉的分值等.此外,TDLConn6 还将 TSS 策略视为六子棋的高级知识.特别地,两个对弈的引擎

思考时,都检验可否通过 TSS 直接取胜,若一方发现自己能够取胜,则立刻通知对手终止本局

对弈,并开始新一局训练. 
对 ST 中的每个局面都进行 60 次自学习训练,共 10020 次.考虑到训练次数不多(与

TD-Gammon 训练 150 万次相比),令α=0.8,使参数调整的步幅较大;此外,取λ=0.7.整个训练耗

时约 157 小时（约 6.6 天）.为了评价学习的效果,每训练 1000 盘还把神经元网络的权值保存

下来,用于分析学习的效果. 
对于 ST中的每个局面(共 170 个),都让 TDLConn6 与 NEUConn6 对弈一局(分先后手),同

时关闭 TDLConn6 中的随机性扩展选项,在整个对弈过程中,每个引擎都选择各自的 佳着

法.TDLConn6 执黑时,在 ST中的胜率提高了 3~5%左右;TDLConn6 执白时,胜率提高了 8%左

右.程序水平变化的整体趋势是,随着训练的次数增多,水平逐渐提高.可见,应用 TD 学习有助

于提高六子棋程序的博弈水平. 

6 结 语 

本文将 TD(λ)算法应用到六子棋机器博弈中,从零知识开始进行自学习训练的方案能够

在西洋双陆棋中取得良好效果.但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零知识训练不适合六子棋博弈.经过

10020 盘（耗时约 157 小时）自学习训练,程序的水平明显提高.可以断言,若像 TD-Gammon
那样进行上百万盘的自学习训练（大约将近 3 年时间）,TDConn6 的博弈水平必然会更好. 

在本文工作的基础上,未来还将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1)把αβ深层搜索与 TD 学习密切结

合起来;2)通过网络对弈平台,向人类高手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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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m,n,k,p,q)游戏局面估值中的“连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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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 connect(m,n,k,p,q)游戏局面估值中，棋型间相对位置对局面的影响，

并首次提出了 connect(m,n,k,p,q)游戏局面中“连通度”的概念，用来表示局面中棋型间

的相对位置关系，并给出了计算某一局面的“连通度”的一般算法。采用一个对比实验，比

较了结合“连通度”进行估值和没有结合“连通度”进行估值的效果。 

关键词：连通度 计算机博弈 connect(m,n,k,p,q)游戏 

 

1． 引言 

connect(m,n,k,p,q)游戏是对 k-in-a-row 游戏的扩展。k-in-a-row 游戏定义如下：两

个游戏者，分别执黑和白，轮流在 m×n 棋盘的空白交叉点上下一子，并且执黑先下。先完

成 k 子连线（横向、纵向、斜向）者为胜。为人熟知的五子棋（又名 Go-Moku）即属于这类

游戏。connect(m,n,k,p,q)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展，其定义如下：两个游戏者在 m×n 大小的

棋盘上落子，先落子者第一次落 q个子，之后双方轮流落 p 个子，先完成 k 子连线（横向、

纵向、斜向）者为胜。可以看出，connect(m,n,k,p,q)是对 k-in-a-row 游戏规则的扩展，

并包含了 k-in-a-row 的内容[1]。五子棋（Go-Moku）可以表示为 connect(15,15,5,1,1)，

而台湾交通大学吴毅成教授提出的 connect6，可以表示为 connect(19,19,6,2,1)[1]。本文

将用 connect 游戏来指代 connect(m,n,k,p,q)游戏。 

在 connect 游戏的计算机博弈局面估值中，计算棋型的价值总和是一种常见的策略。这

种策略依据每一条线上某一方的棋型价值与对方的棋型价值的差，来评估该线对于这一方的

价值。 后，将局面的评估价值如下表示： 

公式 1.  

E =  +  +  

其中，E 表示局面评估的结果， 表示第 i 条横向线对于某一方的价值， 表示第 j

条纵向线对于某一方的价值，Edi 表示第 i 条斜线对于某一方的价值。 

可以看出，如果仅仅采用这种策略，将会使得局面的估值落在一个有限的离散集合内。

这样的估值结果不仅不准确，而且不利于搜索的剪枝。 

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探讨了另一个影响 connect 游戏局面估值的因素——棋型间的相对

位置关系，并提出了 connect 游戏中“连通度”的定义及相关概念，用来表示棋型间相对位

置关系，给出了计算局面中“连通度”的一般算法。 

 

2． connect 游戏中的棋型间相关作用关系 

2．1 connect 游戏局面中的棋型 

吴毅成教授在威胁度概念的基础上对六子棋中的棋型进行了定义。这个定义可以做进一

步的如下扩展： 

定义 1. 在 connect(m,n,k,p,q)游戏中，如果还没有任一方出现连 k，当且仅当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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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对方必须使用至少 t 个子才能阻止该方在下次落子时取胜，则该方有 t 个威胁。 

定义 2. 在 connect(m,n,k,p,q)游戏中，如果在某条线上，某一方只需要再放(k-p-l)

个子就可以形成 p 个威胁，那么这条线上该方就有一个活-l 棋型；如果在某条线上，某一

方只需要再放(k-p-l)个子就可以形成 k(k<p)个威胁，那么这条线上该方就有一个眠-l 棋

型。  

2．2 棋型间相对位置作用分析 

在一个局面某一方的棋型集合 T 中，棋型个数为 n，每个棋型 , , … 包含的子的

个数为 , , … 。若该方的棋子集合 M 中，子的总数为 t，且有 k 个子 , , …

（0<=k<=m），存在于 , , … 个棋型中( , , … >1)，则有如下定义。 

定义 3. 某一局面中，对应一个特定的棋型集合 T，不存在于任一棋型中的子的个数称

为非棋型子力 R。不存在于棋型中的子，可以完成对对方棋型的防守，或作为潜在的棋型存

在。 

公式 2. 对应某一特定局面，非棋型子力可以表示为 

R = t –  +  

可以看出，在某一局面中，对于任一特定的棋型集合 T，t是定值， 也是定值，

因此 的值越大，R 就越大。 

推论 1. 某一局面中，对应同一个棋型集合，棋型之间位置相互交叉的程度越高，局面

中非棋型子力就越多。假设局面中每个子都是有价值的，则此时局面就越有利。 

推论 2. 某一局面中，对应同一个棋型集合，棋型的位置相互关系不同，局面的估值也

就不同。 

简单的计算棋型价值总和来评估局面的价值，这种方法体现出了局面中每个棋型的作

用，却难以表示棋型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如果能够同时考虑到棋型位置关系对于局面的影

响，将能够提高估值的准确性。 

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提出 connect 游戏局面估值中的“连通度”的概念，以表示某一局

面中棋型之间位置相互交叉的程度，并且在第 5 章中，给出对应某一特定局面，求解连通度

的一般算法。 

 

3． 连通度概念的定义 

借助离散数学中图论的知识，本章给出 connect 游戏局面中，“连通度”及其相关概念、

定义，以及部分推论。 

定义 4. 对应局面中棋型集合 T，对于当中的每个棋型 , , … ，将棋型中的每个

子按顺序连接起来，可以得到局面棋型无向图 G=<V,E>。V 是子的集合，也是无向图中结点

的集合， , , … ∈V， , , … ∈E，其中 是关联于结点 ， 的边[3]。 

定义 5. 给定棋型图 G=<V,E>， , , … ∈V， , , … ∈E，交替序列

… 称为联结 到 的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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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6. 在棋型图 G中，结点 u和 v 之间存在一条路，则称结点 u和结点 v 是连通的。 

不难证明，结点之间连通性是结点集 V 上的等价关系，因此对应这个等价关系，必可对结点

集 V 作出一个划分，把 V 分成非空子集 , , … ，使得两个结点 和 是连通的，当

且仅当它们属于同一个 。我们把子图 G( ),G( ),G( )…G( )称为图 G 的连通分支。在

本文中，我们把图 G 的连通分支数记作 W(G)[3]。 

定义 7. 设棋型图 G=<V,E>为连通图，若有点集 V，使图 G删除了 的所有结点后，

所得的子图是不连通图，而删除了 的任何真子集后，所得到的子图仍是连通图，则称 是

G 的一个点割集，若某一个结点构成一个点割集，则称该结点为割点[3]。 

定义 8. 对于棋型图 G 的连通分支 G( ),G( ),G( )…G( )，我们定义每个连通分

支的连通度 k(G( ))= {| | 是 G( )的点割集}[3]。 

定义 9. 棋型图 G 有连通分支 G( ),G( ),G( )…G( )，每个连通分支对应连通度

k(G( )),k(G( )),k(G( ))…k(G( ))，则其对应的局面连通度 k(g)为所有连通度大于 1

的连通分支的连通度之和。即 

公式 3.  

k(G) =  

定义 10. 对于棋型图 G，a、b 是无向图 G 的两个顶点，我们定义从 a 到 b 的两两无公

共顶点的路径为独立路径，a 到 b 独立路径的 大条数，记为 P(a,b)[5]。则有 

公式 4. 

 
4． 求解 connect 游戏局面连接度的一般算法 

定义 11. 设 N 是一个简单有向图(N=<V,E>)。在 V 中指定了一个顶点，称为源点(记为

vs)和另一个顶点，称为汇点(记为 vt)，对于每一条边(vi,vj)，对应有一个 cij>=0，称为边的

容量。通常我们就把这样的 N 叫做一个网络，记作 N=<V,E,C>[5]。 

定义 12. 网络上的流是指定义在边集合 E 上的一个函数 F={fij}，并称 fij为边(vi,vj)上

的流量[5]。 

第一步： 将当前棋型图 G 分割成多个连通图 

采用深度优先搜索算法遍历整个图 G。对于 新发现的结点 u，如果图 G 中有以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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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起点而未搜索过的边 (u,v)，就沿此边继续搜索下去，当顶点 u 的所有边都已搜索完

毕，将回溯到发现顶点 u 的顶点[4]。如果搜索完毕则重新遍历图 G 上尚未搜索过的顶

点，重新进行搜索。 终将图 G 分割成 n 个连通图 , , … 。 

第二步：在连通图 中，求从顶点 a 到顶点 b 独立路径 大条数 P(a,b)  

(1)构造一个网络 N [5] 

①.对于图 中的每个顶点 v，在网络 N 中添加两个顶点 v'和 v"，顶点 v'至

v"有一条容量为 1 的边，确保找到的所有路径中两两之间没有公共顶点； 

②.对于图 中的每条边 e=uv，在网络 N中添加两条边 e'=u"v'，e"=v"u'与之

对应，e'边和 e"边容量为∞； 

 ③.a"为源顶点，b'为汇顶点。 

(2)求网络 N的 大流 F [4] 

求网络 N 的 大流采用 Ford-Fulkerson 算法，在每次迭代过程中，找出任意

增广路径 P，并把沿 P 每条边的流 f加上其残留容量 Cf(P)，通过更新每对顶点 u、

v 之间的网络流 f[u,v]，来计算出网络 N 中的 大流。 

 

   

   

 

 

 

 

 

 

(3)求出流出 a"的所有边的流量和，即 P(a,b) 

第三步： 求出连通图 的连通度 

初始化 k( )为∞，对于图 中的任意两个不相邻的顶点 a 和 b，如果 P(a,b)小于

k( )，则将 k( )置为 P(a,b)。 

第四步： 计算模型图 G 的连通度 

将由模型图 G 分割出来的连通图 , , … 的连通度累加起来就是模型图 G 的

连通度。 

 

5． 估值效果对比实验 

5.1 实验方法 

为验证引入“连通度”策略对局面估值产生的影响，以六子棋（connect(19,19,6,2,1)）

为例设计以下实验。实验分两组进行，两组中实验程序的主体部分完全相同，仅局面估值部

分分别采用了简单的计算棋型价值总和，以及结合“连通度”概念后的估值方法，形成两个

FORD-FULKERSON(G,s,t) 
1. 对于网络 N 中的每条边，f[u,v]=0，f[v,u]=0 
2. 当在残留网络 Gf中存在从 s 到 t 的一条路径 p 
3.  Cf(p)=min(Cf(u,v): (u,v)是 p 中的一条边) 
4.  对于 p 中的每条边(u,v) 
5.   f[u,v]=f[u,v]+Cf(p) 
6.   f[v,u]=-f[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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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程序，采用简单评估方法的组为组 1，结合“连通度”概念进行评估的组为组 2。另外

设置了 16 个不同水平、不同风格的对手程序，编号为 1 至 16。16 个对手程序为北京理工大

学第二届计算机博弈大赛六子棋 1 至 16 名的程序。在所有程序中，仅有 4 号程序走法上具

有一定的随机性。组 1 和组 2 分别进行 32 次实验，编号为 1 至 32，其中 1 至 16 号实验为

实验程序执黑，按编号顺序与各对手程序对战，17 至 32 号实验为实验程序执白，按编号顺

序与各对手程序对战。实验记录胜负情况、实验程序每步落子所用时间，以检验“连通度”

对局面估值的影响。 

5.2 实验结果 

图表 1 组 1 和组 2 在实验对局中平均每步的步时 

 

 

 

图表 3 组 1 和组 2 在每次实验对局后的胜率统计 

 

5.3 结果分析 

1．可以看出，在 32 次实验中，组 2有 22 次平均步时少于组 1，占实验总数的 68.75%，

说明结合“连通度”概念进行估值后，程序的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是因为简单地计算棋

型价值和，将会掩盖棋盘上更多的细节信息。从而使得局面的估值分布在一些离散的点上，

较优的局面与较劣的局面之间没有区分度，不利于搜索中的剪枝。 

2．在 32 次实验中，组 2 取得了 32 次对局的胜利，胜率为 100%，组 1 取得了 22 次胜利，

胜率为 68.75%。可以看出，在面对不同风格、不同棋力的对手时，结合“连通度”概念进

行的估值更具有优势。这是因为结合了“连通度”概念后，程序的局面估值变得更加准确。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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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意义在于： 

1． 分析了棋型间相对位置作用关系对 connect 游戏局面估值的影响，得出了在某一局

面下，相同的棋型集合，棋型间交叉越多，局面就可能越有利的推论。 

2． 给出了 connect 游戏棋型图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义了局面的连通度的概

念，以表示棋型间相对位置。 

3． 给出了计算 connect 游戏局面连通度的一般算法。 

4． 用一个对比实验，说明了在博弈程序中采用和不采用连通度策略的效果差别，证明

了“连通度”对 connect 游戏局面估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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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博弈中的动态开局库 
               

李亮，黄鸿，崔皓，王锐坚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e-mail：20062696@bit.edu.cn, honghuang@bit.edu.cn 
 

摘要：本文针对传统开局库的缺点，提出了具有自学习功能的动态开局库。开局库是一

种人类知识的集合，对博弈程序非常重要。动态开局库继承传统开局库的优点，引入可信度

概念和信息反馈处理方案，具有自优化，自丰富，自学习功能。本文 后通过对六子棋博弈

程序的仿真试验证明了动态开局库的优越性。 
关键词：计算机博弈 动态开局库 机器学习 六子棋开局仿真 

 
6． 引言 

1.1 博弈程序中的开局库 
对于人类玩家，一个游戏经过多次尝试，肯定会产生一些经验性的招法，该种招法在多

次实践中被证明较优。在以后的对弈中，遇到相同的局势时，便不用重复思考，直接在某些

招法中挑取自认为 好的一个，给出对应策略——这便产生了开局谱。开局谱在游戏中很是

常见，尤其是比较古老的游戏，例如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等等[1]，每种程序都有一

定的公认开局定式，有些还在相应游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围棋，这些开局定式也都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积累了人类大量的知识。对于博弈程序，开局库正是模拟这一现象、充

分利用现有的经验积累，以提高程序的对弈能力。程序可以使用一个数据库，储存开局谱招

法和局面，于是当对局中的棋步在开局库中能找到时，通过进行一定分析就可以立即取出来

走，省去了复杂的计算。显然，开局库在博弈程序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 
1.2 开局库的作用 
开局库是棋类知识的集中体现。在游戏初期，由于博弈程序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据当前

局势以及开局库的信息直接产生招法，而游戏开局直接影响着以后局势的发展，因此，开局

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博弈程序的棋力[2]。 
为程序带来的优势： 
1) 效率提高，减少博弈程序运行时间。 
2) 令博弈程序克服了初期本身的盲目性，吸收了人类所积累的经验教训。 
3) 可一定程度上提高程序的棋力。 
传统开局库一般与搜索引擎分离，在为博弈程序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问题。为

程序带来的问题： 
1) 传统的开局库基于固定的经验模式，必须手动的添加修改，降低了效率。 
2) 固定模式的开局库依靠现有的知识、经验，对其有很大的依赖性。而现有的知识缺

失和经验的局限性会对博弈程序的棋力有不利的影响。 
为解决以上问题，并进一步提高开局库的作用，我们引入机器学习理论[3]，设计动态开

局库。 
 
2. 动态开局库 

2.1 动态开局库的定义 
动态开局库：开局库接受搜索引擎的反馈信息，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分析处理，根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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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相应策略对自身进行动态更新，起到自学习的效果。其逻辑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动态开局库的关键在于与搜索引擎的结合，接受并处理接受搜索引擎的反馈信息，进而

根据自身的当前状态动态更新自己。因此其具有自我学习，自我优化的能力。 
2.2 动态开局库设计 

在动态开局库中，我们引入可信度的概念。对每一种局面会有 n（ 0n > ）个招法 iM ，

1,2,...,i n= ；对每个招法定义可靠度： 

( )i if f M=         （1） 

开局库中，招法的可信度有阈值 0f ； 0if f> 时，认为招法可信。在对弈过程中，招法的被

选择概率 ip 根据其可信度和选择策略给出。 

选择策略有以下几种： 
1) 平均策略：对每个可信的招法等概率被选出，即 

0

0

0                  
1                 

i

i
i

f f
p

f f
m

<⎧
⎪= ⎨

>=⎪⎩

                        （2） 

其中，m 为可信招法的总数。此种策略可是用于程序的测试提高阶段，令每一种招法都有

出现机会，以对其可信度进行修正，令其趋于准确，达到自学习自提高的目的。 
2) 公平策略：每种可信的招法被选出概率正比于其可信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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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 jf 为各个可信招法的可信度。此种策略适用于程序的发布后，可在保证一定胜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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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增加其招法的多样性。同时通过自我学习达到自提高的目的。 
3) 绝对策略：每次只选择可信度 高的可信招法，即 

 
0                  max( )
1                  max( )

i j
i

i j

f f
p

f f
<⎧

= ⎨ =⎩
    （4） 

此种策略可适用于 终比赛阶段，消除了随机性，每次均给出 可靠的招法，以提高胜率。 
2.3 动态开局库的自修正算法 
对动态开局库的自修正算法主要是针对招法的添加、删除和可信度的修正。自修正的主

要目是通过自学习的方式消除开局库中经验的局限性和知识的缺失。其主要在搜索失败后，

开局库接受搜索引擎的反馈信息；和成功时，返回招法，并接受对方的所出招法信息。 
1) 评估对方招法： 
对对方给出的招法，进行分析评价，若满足一定条件，可将其记录至开局库，并给出默

认可信度
'

if 。这样可增加开局库的丰富性和扩展性，避免了知识的缺失。为避免对方 开

局库影响过大，可在对弈结束时给予对方棋力评价 0p ，对其可信度进行进一步修正 

 '
i i if f p= ∗           （5） 

2) 开局库检索失败： 
开局库检索失败，不存在相应的可信对应招法，则说明开局库的局限性。此时进入搜索

引擎，生成对应招法，并根据设定的条件将次招法加入的开局库中，给出默认可信度 

0if f=          （6） 

如此可增强开局库的丰富性，避免下一次的重复计算，提高效率。 
3) 开局库检索成功： 
开局库检索成功，说明存在对应的可信招法。此时给出对应招法，并接受对手的对应策

略，开局库分析系统对其分析，对上一招法的影响进行评估，进而修正其可信度 

 i if f df α= + ∗                             （7） 

其中，df 为可信度增量，α 为修正因子。若上一招法增强了自身的优势，可提高此招法的

可信度，即 0α > ；若上一招法降低了自身优势，可减少其可信度，即 0α < 。 
 由于动态开局库选择招法时是以可信度为依据的，所以以上方式可动态增加整体的可靠

性。 
 

3. 动态开局库特点分析 

3.1 动态开局库的优点 
动态开局库继承了传统开局库的所有优点，增强了程序棋力的同时，克服了开局时的盲

目性，减少了运行时间，提高了程序的运行效率。同时，动态开局库克服了传统开局库的不

足，增加了自修正算法，具有自学习，自我优化的能力。 
可信度的定义增强了开局库决策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在同一局面，可按照不同策略随

机给出不同招法。在自学习过程中，可通过对其修正，更改招法被选中的概率，弥补了经验

的不完备。 
对对方招法的选择性记录和对自身计算招法的记录可增强动态开局库的丰富性，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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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缺失。在实战中丰富自己的开局库。 
因此动态开局库较适用于开局库不完善和具有很多可选招法的的棋类，可以在实战中动

态丰富自身的开局库，使其准确高效。 
3.2 动态开局库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由于棋类的特点，动态开局库可能在不同的棋类中应用时会引入不同的问题。在动态开

局库的更新过程中，由于需要添加新的招法记录，可能会令其容量快速增大；某些不利招法

由于更新会使其可信度不断减少，总是不会被选出，造成数据的冗余；由于对手可能会重复

相同棋局，对某一招法进行重复更新。 
在此，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1) 容量过大问题：一方面可控制添加新招法的条件，只增加优质招法，减少记录的增

加速度。另一方面，可设置开局库的 大容量，若超过 大容量，则停止添加，这

样可防止过大的容量造成访问速度的下降。 
2) 数据冗余问题：我们可以对开局库设置一定的删除条件，如可信度低于某一值。可

在对弈结束后遍历访问过的节点，对达到删除条件的冗余招法数据进行删除。 
3) 重复更新问题：在招法记录中，可增加其更新记录，以避免重复更新招法。为限制

更新，也可以对更新设置条件，如设置可信度的范围，超出范围拒绝更新操作。 

 
4. 动态开局库实例——六子棋开局库仿真分析 

4.1 实例介绍 

六子棋由台湾吴毅成教授发明[4]，其目的在于避免五子棋在博弈中遇到的不公平性。

如今六子棋已经成为国际博弈比赛中公开项目。由于六字棋刚刚出现，其开局库信息有很大

的不完备性，经验不足，较适合应用动态开局库，通过其自学习能力，完善现有的开局信息。

我们的程序“中国深度”采用动态开局库的技术，在开局中挑选优质招法，提高运行效率，

在 2009 年国际计算机博弈锦标赛中获得金牌的优异成绩。 

在我们的仿真分析中，动态开局库首先起到精确化招法可信度，在六子棋中常见的 20

种白方开局招法中，挑选 优招法。然后与人类玩家对弈，丰富开局库内容，减少运算时间，

提高程序效率。 

4.2 动态开局库精确招法可信度试验 
在六子棋中，白方有二十种常见有效开局，对其可信度不能精确判断。对此，我们对程

序加上随机因素，通过自我对弈以及人机对弈，令其自我优化，确定每种开局的可信度。各

个开局的初始可信度为 0 50.0f = ，取值范围为[ 100.0,100.0]− 。显然对弈次数越多可信度

越高。对弈 2997 局后其可信度如图 2 所示。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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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选出可信度 高的第 2 种招法作为我们白方的开局招法参加比赛，并在库中抛弃表

现不好的第 5、11、19 种招法，其开局如图 3 所示。 

 

图 3 自左向右依此为第 2、5、11、19 种开局 
4.3 动态开局库在自增长后对效率的提高 
上面以提到六子棋开局库的不完备性问题。我们针对这一问题，令程序进行自我对弈以

及人机对弈，并记录十步以内的招法，令其自我学习，开局库大大丰富，在遇到相同局面时，

避免了重复计算，减少了运算时间，提高了运行效率。试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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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结论 

本文首先总结了开局库对博弈程序的作用，提出了传统开局库不足之处。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提出动态开局库的思想，引入可信度概念以及自学习理论，提出了动态开局库的设计方

法以及相关理论。然后对动态开局库做了详细分析，提出其对不同棋类可能引入的问题，并

提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 后以六子棋为例，以 2009 年国际计算机博弈六子棋金牌获得者“中国深度”为

平台，对动态开局库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动态开局库对博弈程序的棋力和效率都

有很大的提高，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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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棋博弈技术研究 

 

乔治 黄鸿  

北京理工大学 100081 

qiaozhi@bit.edu.cn 
 

摘要：亚马逊棋作为一种博弈类游戏，由于其本身特殊的规则，使其适合于博弈中人工

智能算法的研究。文章从两个方面讨论亚马逊棋的博弈技术，先是提出了一种对亚马逊棋局

面进行评估的方法，为亚马逊棋的初学者在局面评估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思路。然后介绍

MC/UCT 搜索算法在亚马逊棋搜索中的运用，UCT 是机器博弈领域 新的搜索算法，它很

好的解决了传统搜索算法无法在亚马逊棋搜索中遍历更深层节点的问题。 
关键词：亚马逊棋 机器博弈 局面评估 UCT 算法 
 

1. 引言 

亚马逊棋是欧美国家的一个棋种，在亚洲并不常见，它由国际象棋中后的走法衍生而来，

与著名的 8皇后问题貌似神和。 

亚马逊棋的棋盘由 10*10 的格子组成，每方拥有 4个皇后，它们的走法与国际象棋中后

的走法相同而且每行一步还要放置一个障碍，这种特殊的走法规则导致了亚马逊棋每步的走

法非常多，一般在 1500 左右，而且对大多数走法的评估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这几

种特点，导致了亚马逊棋并不适合人与人之间对弈，而确非常合适用于人工智能，机器博弈

方面的研究。 

 

2. 亚马逊棋基本评估方法 

在刚接触亚马逊棋的时候，对于这种棋的评估会让许多人觉得无所适从，什么的走法在

这样的棋盘上才算一步好棋呢，亚马逊棋 终的目的是用自身和障碍将对方的棋子堵死，使

其不能移动，而对于可以在八个方向任意行走的 Queen 来说，将其堵死又谈何容易，所以还

有一种圈地占地盘的思想，就是利用自身和障碍为自己圈得足够大的一块地盘，当然这块地

盘别人是不能够进来的，这样当自身获得足够的地盘时，对方会因为没有地方可走而自己将

自己堵死。现在的主流方法是第二种，即为自己圈出足够大的地盘。 

然而即使有了大体的思路，在棋盘中走出具体的一步还是显得十分困难，特别是在对局

初期，当棋盘比较空旷时，通过人的观察和判断很难确定一步棋的好坏。这时的亚马逊棋和

围棋很相近，初期的许多走法更像是布局而非具体的争夺。而到了对局的中后期，当棋盘上

的障碍逐渐增多，每块地盘的形状已经明朗时，亚马逊棋的行棋思路则又和象棋相近，需要

通过更深层的搜索来确定具体某块区域的争夺和归属情况。 

Jens Lieberum 在他自己的关于亚马逊棋评估的文章中
 [1]

,对亚马逊棋的评估方法做了

详细的讨论，此篇文章也是现在亚马逊棋评估方法的主要来源，本文在这一小节评估方法方

面的讨论主要是基于这篇文章的。 

(1) 基于 QueenMove 和 KingMove 的评估 

QueenMove 和 KingMove 思想： 

如图 2-1 所示： 

QueenMove 表示对于某一个空格（即没有障碍和棋子）。某方的四个棋子通过 Queen 的

走法走到此空格 少需要走多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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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Move 表示对于某一个空格（即没有障碍和棋子）。某方的四个棋子通过 King 的走

法走到此空格 少需要走多少步。 

如：第一副图左上方的空格数为 2和 4，表示白方通过 Queen 走法 少需要 2 步可以到

达此处，而黑方则需要 4 步，同样对于第二副图中的 2 和 7表示 King 走法时的情况。 

 

图 2-1 QueenMove 和 KingMove 分布图 

如上文所述，通过对每一空格 QueenMove 和 KingMove 的计算，可以大体看出棋局的优

劣，当白方棋子可以比黑方棋子用更少的步数到达某一空格时，我们认为白方实际已经控制

了这个空格（地盘），这样通过对全局每一个空格的计算，可以算出每方控制的空格数目，

从而大体确定局势的优劣。 

下面给出计算公式： 

1 2( ( ), ( ))i i i
a

t D a D a= Δ∑   ( 1 2)i or=                           （2-1） 

其中 

( , )n mΔ = 0 当n m= = ∞； 

( , )n m kΔ = 当 n m= < ∞； 1 1k− < <  

( , ) 1n mΔ = 当 n m< ； 

( , ) 1n mΔ = − 当 n m> ； 

对公式的解释： 

公式 ( )y
xD a 中，a表示棋盘中任意空格(没有棋子或障碍的格子)，下标x表示QueenMove

还是 KingMove 的选择，上标 y 表示白方和黑方的选择。如：
2

1 ( )D a 表示对于黑方到达某个

标号为 a 的空格采用 QueenMove 的走法 少需要走几步。计算结果 it 则表示采用 QueenMove

或 KingMove 时，白方和黑方对所有空格占有情况的综合评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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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棋子灵活度的计算 

当棋盘上障碍较多时，即处于对局中后期时，对于棋盘的 QueenMove 和 KingMove 的评

估是一种相对准确的评估方法，而当棋盘上的障碍较少，棋局处于前期布局阶段时这种评估

方式就显得并不合适，因为这个时候双方对大多数空格的控制都在两步以内，而此时一个棋

子可能控制很大一片区域(实际上一个棋子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么大一片地方的)。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所以还需在开局阶段对每个棋子的灵活度做出评估，使得某个棋

子不会在一开始就被对方堵死而其它的棋子却控制了过大的地盘。 

棋子灵活度的计算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灵活度分布图 

图中棋子左上角的数字即为该棋子的在此局面下的灵活度数值。 

下面是某个灵活度的计算方法： 

1.计算出当前棋盘中每个空格的相邻空格个数(八个方向)，作为该空格的灵魂度； 

2.对于某个棋子记录下此棋子采用 QueenMove 走法时一步之内能到达的空格； 

3.对于这些空格采用 KingMove 走法到达时步数作为分母，将所有空格的灵活度相加，

即得到当前棋子的灵活度。 

例如对于图 3-2 中左上角的白色棋子，它的灵活度计算式为： 

7 6 5 3 3 (5 4 7 4) / 2 5 / 4 35.25a = + + + + + + + + + =  

此时我们就可以对棋盘的灵活度做出评估： 

( ) ( )
a b

m F a F b= −∑ ∑                                 （2-2） 

其中 a 表示某方棋子， ( )F a 表示此棋子的灵活度计算式。 

(3) 综合计算 

上述在讨论亚马逊棋局面评估方法时，多次提及对局的进度问题，很容易看出，当对局

处于不同的进度时，这几种评估所占的份量是不同的。 

1 2( , ) ( , ) ( , )value F w t F w t F w m= + +                     （2-3） 

公式 2-3 给出了一种综合评估的方法，式中 1t ， 2t 和m 分别表示棋盘的 Queen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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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Move 和灵活度评估值，w 表示当前对局的进度，可见综合的评估值是上面 3 个值与对

局进度的函数。 

关于对局进度的计算，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大体可以从已走的招法数和当前双方棋子灵

活度数值综合考虑得出，Jens Lieberum 在他的文章中也给出他的计算方法，读者可以参考。 

对于 F 函数的形式问题，则属于参数优化的范畴。 

  

3. MC 搜索算法 

在文章的开头已经提到，由于亚马逊棋特殊的规则，导致了亚马逊棋平均每步的合法走

法多达 1000 多种(第一步有 2176 种)，如果仅向下搜索一层，则所需要评估的所有节点数已

经超过百万，即使加入较好的剪枝算法，亚马逊棋庞大的节点数仍然让传统的基于 minmax

的搜索方法望而却步，据统计一般基于 minmax 的搜索算法在开局仅能搜索到 3-4 层，在中

后期可以到 5 层左右。 

MC(蒙特卡洛)搜索算法 早是在围棋博弈领域提出，根据大数定理，MC对求解问题本身

就具有概率和统计性的情况，例如中子在介质中的传播，核衰变过程等，我们可以使用直接

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该方法是按照实际问题所遵循的概率统计规律，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直接

的抽样试验，然后计算其统计参数。直接蒙特卡洛模拟法 充分体现出蒙特卡洛方法无可比

拟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而在物理学的各种各样问题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该方法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计算机实验”。  

对于机器博弈中的搜索，假设下了一步想走在这里，那么如何知道这步棋好不好呢？有

个科学家就提出了，假设你这步棋已经下到这了，找两个傻子，让他们随便下，把棋下完，

看看是黑棋胜还是白棋胜。只有两个傻子，这结局太有偶然性了，那么我们找 10000 对傻子

来下一万盘棋，然后统计一下是黑棋赢的多还是白棋赢的多，这样就得到了这一手棋的获胜

概率，然后把所有可能下法的获胜概率都这样算出来，选择获胜概率 大的下法。这就是

MC 思想在机器博弈搜索算法中的运用。 

 

4. 从 MC 到 UCT 算法 

当人们把 MC 算法直接用在计算机围棋等领域时，发现这种算法存在很多缺点，首先是

浪费了模拟次数，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模拟出一定的棋局数。其次，它没有考虑对方的

下一手，如果我们把 MC 当做估值函数，那么对比传统的人机博弈程序，简单的 MC 相当于只

搜索了一步。 

博弈搜索可以理解成一个树形结构上搜索，在树形搜索上结合UCB，就是UCT算法了（UCB 

for Tree）。 

假设已经有了一棵树，每一个叶子节点上有一个评估值，怎么用 UCB 算法来计算这些评

估值呢？方法一是把所有的叶子节点都列出来，然后按公式计算每一个叶子节点的 UCB 值，

从中取 大值的那个叶子节点。这个方法有点笨，既然这样，何必要用树呢？ 

方法二，由每一个非叶节点汇总它下面的节点的评估值和模拟过的次数，如果下面节点

也不是叶节点，那么也向下汇总。这样计算 UCB 值时，只需要计算直接子节点中的 大值，

然后进入这个子节点，再去选择它的下一级节点的 大值，以此类推， 终选到的那个叶节

点。 

方法二与方法一选出来的 大值不是同一个，因为，方法二多出一个假定，要选的 大

值是在 大分支里面。而实际上一个 有钱的城市里不一定住着 有钱的人，因此，这个假

定不一定合理，不过无所谓了，就算找出来的不是 有钱的，也不会太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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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UCT 用于棋类博弈，我们会面临两个问题：一，UCT 的树是已经建立好的，而对于围

棋，初始情况下是没有树的，树如何建立。二，棋是黑白双方轮流下子，这个又当如何考虑

呢。 

首先，如果假设事先建立起了一棵庞大无比的博弈树，它的节点已经包含了全部的 n

层对局，就是任意下 n手，得到的局面都已经出现在了这棵树的节点上。这个时候，就可以

利用 UCT 进行搜索了，不错，但是这个时侯 多也只能搜索 n 层。而且，大部分节点根本来

不及去使用。 

因此，一开始建立根节点，再为根节点建立它的第一层子节点，除此之外不再预先建立

子节点，而仅在需要的时候再建造。这个时候开始寻找这棵树的 大 UCB 值的叶节点了，就

用上面的 UCT 算法，遇到叶节点后，就用 MC 方法开始模拟对局一次，得出了一个胜负结果，

然后更新它的祖先节点，直到此时，算法的进行与 UCT 一模一样，现在又开始下一轮寻找

大 UCB 了，假设找到的还是上一轮的那个节点，为它生成它的下一层子节点，然后继续用

UCT 的方法寻找 大的 UCB 值，然后继续。 

现在的这种方法，其实每一个节点所代表的局面， 多只进行一次模拟对局，因为下次

再选中它时，就会继续深入到它的子节点了。这再一次印证了 UCT 的思想，不要 强的节点，

只要 强的分支。因此单个节点由于运气表现不好时，只要整个分支表现好，还是有机会的。 

对于双方轮流下子的问题，很简单，每一层子节点所属的是黑子还是白子这是可以知道

的，所以在更新胜负结果数时，只更新对应颜色的胜局数。按照这样的方式汇总胜负数，在

寻找 UCB 大值时，就刚好是符合双方都走 强应对的原则。因为每方只记录自己这方的胜

利数，选择的时候，都是选使得自己这方胜率 大的节点。 

UCT 方法是 MC 方法的发展，在 MC 方法中，我们试图在某个节点通过一定次数的模拟对

局反映出这个节点 终的性质。但是由于我们能够模拟对局数是有限的，一般在几万次左右，

而整体对局数十分庞大（远远大于模拟数），所以模拟的结果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这个节点的

性质（偏差较大）。UCT 方法的实质是运用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尽量在有价值的节点上作

较多的模拟对局，什么是有价值的节点，就是敌我对局时大家都愿意选择的节点，这些节点

的层层确定是通过 minmax 方法，而这些节点的得分的获得则是通过 MC 方法，所以 UCT 方法

实际上是一种 minmax 和 MC 的混合，使用 MC 模拟对局，通过 minmax 确定路径（下一次对局

选用的节点），从而使有限次模拟对局的结果更准确地反映出节点的性质。 

 

5. UCT 搜索算法在亚马逊棋中的运用 

UCT 算法源于围棋，但同样使用于亚马逊棋，只是在将围棋中的算法复制到亚马逊棋中

时，会有一定的变化。 

基本步骤： 

由当前局面建立根节点，生成根节点的子节点 

1．从根节点开始 

2．利用 UCB 公式计算每个子节点的 UCB 值，选择 大值的子节点 

3．若此节点不是叶节点，则从此节点开始，重复 2 

4．直到遇到叶节点，如果叶节点曾经被模拟对局过 40 次，为这个叶节点生成子节点，

从此节点开始，重复 2 

5．否则对这个叶节点进行模拟对局，得到胜负结果，将这个收益按对应颜色更新到该

节点及它的每一级祖先节点上去 

6．回到 1，除非时间结束或者达到预设循环次数 

7．从根节点的子节点中挑选平均收益 高的，作为 佳点 

UCB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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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_ )*
_

parent countUCB X k
node count

= +                        （5-1） 

X：由模拟对局输赢次数决定，表现该节点基本性质 

K：常数系数，K 取大表示希望模拟更多的兄弟节点，取小表示希望走入更深的层中； 

Parent_count：父节点被模拟对局的次数； 

Node_count：该结点被模拟对局的次数。 

亚马逊棋中使用 UCT 算法需要额外确定的一些参数和变化： 

1.节点被模拟多少次后决定展开：当一个节点被模拟对局一定次数后，才能初步得到此

节点的统计学信息，并展开节点。 

2.提前剪枝：亚马逊棋中每步的着法过于庞大，一般在 1000 步左右，而许多着法可以

很容易的判定为垃圾，所以一般进行提前剪枝，保留 400 步左右的着法。 

3.决定展开节点后，子节点需要用提前剪枝后的顺序排列，并且并不生成所有的子节点

而是按顺序先生产一定数量的子节点，在父节点的访问量突破一定数量时，再决定下一步生

产的子节点。 

4.模拟对局层数的决定：一般选择 6 至 10 层。 

5.底层评估方法：一种为返回输赢，一种为返回输赢程度。 

 

6．结论 

本文先给出了亚马逊几个主要评估方法，也是当今亚马逊棋评估的主流思想，通过对这种方

法学习，可以给亚马逊棋的初学者提供一些思路，不再感到无所适从。文章后几段详细论述

了现在机器博弈 新的 UCT 算法的原理和其在亚马逊中运用的流程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为

传统搜索算法无法在亚马逊棋环境中遍历更深层节点的问题找到了另一条解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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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器博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极具挑战性的领域。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又是机

器博弈中一类典型的添子类游戏，其规则简单、周期短，而且棋局多变是研究机器博弈系统

的得力工具。然而点点连格棋的研究在美国蓬勃发展，但在国内还尚属空白。本文主要研究

了点点连格棋的对弈策略，给出了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的数学表达，基于哈希技术和

α β− 剪枝方法设计了 6 6× 规格的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 
关键词：点点连格棋 机器博弈 散列方法 α β− 剪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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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earch Group of Computer Gam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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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言 

机器博弈是人工智能领域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之一。由于其既简单方便、经济

实用，又内涵丰富、思维逻辑变化无穷，且是检验电脑智能水平周期短、见效快的研究载体，

所以被称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果蝇”[1]。机器博弈的研究为人工智能带来了很多重要的方法和

理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 
点点连格游戏是美国的十分普及的一种民间棋，是人们平时娱乐的常用项目。但是在中

国还没有兴起。点点连格棋的机器博弈系统复杂度适中，是一类适于深度研究的典型的添子

类游戏的机器博弈系统。但是相对于点点连格棋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

属空白。东北大学机器博弈研究室于 2008年设计的 6 6× 规格的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棋
弈”已具备一定的智力水平，本文便是针对相应的关键技术的总结和归纳。 

点点连格游戏的初始棋盘是一个任意规模的点阵，其中 5 5× 的点点连格棋已经被求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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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6 6× 规格的还在研究当中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8． 点点连格棋 

2.1  点点连格棋简介 
如图 1 所示，点点连格棋是一个二人点（Dot）阵游戏，一个 2 2× 的子点阵叫做一个格

（Box）。两个点（i，j）和（k，l）当且仅当 | | | | 1i k j l− + − = 时叫做邻近的。邻近的两点连

成一条边，每个格子由这样的四条边围住时，格子被俘获。 
 

                
图 1.点点连格棋初始局面           图 2.点点连格棋终止局面         图 3.点点连格棋残局 

博弈规则：参与者轮流将邻近的两点连成一边，不可越点，不可重边。当一个格子的四

条边均被占满，则 后一个占边者获取这个格子。当对弈的一方在当前占边时捕获了一个格

子，则该方继续占边。每一个博弈方该轮结束的标志是当前步不获取格子。整个游戏结束的

标志是，所有的邻近点被连成边，也就是说所有的格子被俘获。并且占领格子较多的一方为

获胜方，如图 2 所示。图 2 中，E 和 D 分别代表对弈双方，双方均在自己捕获的格子内做

己方的标记。可见标记 E 的一方占格 10 个，标记 D 的一方占 15 个，获胜方为标记 D 的一

方。 
2.2 点点连格棋的基本概念 
假定游戏 G 是一个点点连格游戏，b 是游戏 G 中的一个格子。参加对弈的一方开始走

棋到走棋结束而换做另一方开始，我们称之为一轮（Turn），一轮中，每走一次棋，称之为

一步（Move）。 
定义 1[2] 格子 b 的自由度（Liberties）等于 b 未被占领的边的个数。 

    定义 2[2] 格子 b 被称为 C 型，当且仅当 b 的自由度为 1。 
定义 3[2] 格子 b 被称为死格（Dead Box），当且仅当 b 可由当前对弈方捕获。 
也就是说当且仅当参加对弈的某一方当前存在一系列着法（Moves），其中每个着法都

捕获一个格子，这一系列格子中，每个格子被称为死格。如果画个图，每个死格作为一个节

点，相邻的死格用一条边连接，则所有可贯通的节点构成了一个死树（Dead Tree），特殊的，

一个没有死邻居的 C 型格也是一个死树。 所有的死树构成了一个死森林（Dead Forest）。如

图 3 所示，1 号和 16 号格子为 C 型格，它们的自由度为 1；而 1、5、10、9、8、7、12、17、
16 号格子均是死格，其中 1 号格为一个死树，5、10、9、8、7、12、17、16 号格子构成了

另一个死树。 
定义 4[2] 一组着法被称为贪婪算法（Greedy Algorithm），当其中的每个着法都捕获一个

C 型格，进而该组着法 终捕获所有的死格。 
所以，如图 3 所示的局面，如果当前走棋方选择一次性占领全部死格子，即 1 号和 16、

17、12、7、8、9、10、5 号格子，那么这个策略就是贪婪算法。 
定义 5[2] 坐标分别为（i，j）和（k，l）的两个格子称为是相邻的（Adjacent），当且仅

当 | | | | 1i k j l− + − = ，并且二者的公共边（Common Edge）未被占领。 
相邻的两个格子互称为邻居，当一个格子的邻居是死格时，该邻居称为死邻居。例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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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9 和 25 号格子都是 24 号格子的邻居。而 7 和 9 号格子都是 8 号格子的死邻居。 
定义 6[2] 死格 b 的开阔度（Openness）大小等于 b 的自由度减去 b 的死邻居的个数，即： 

O(b)=Lib(b)-DN(b) 
其中，O(b)代表开阔度，Lib 代表自由度，DN 代表死邻居的个数，易知 O(b)的值只为 0 或

者 1。开阔度仅仅针对死格而言 
定义 7 死格 b 被称作是是开阔格，当且仅当 O(b)=1，否则称 b 是闭合格。开阔格不与

死邻居共用的一条边称为开阔边。 
可见 C 型格是闭合格的一个特例。根据定义 6 和定义 7，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每条死树只能含有一个或者两个 C 型格，当一条死树只含有一个 C 型格时，可以

把它看做死树的起点，占格操作由起点开始，并且这条死树有且仅有一个开阔格，可以看做

其终点。当一条死树含有 2 个 C 型格时，死树中不含有开阔格。 
含有开阔格的死树叫做开阔死树（Open Dead Tree，OT），不含有开阔格的死树叫做闭

合死树（Closed Dead Tree，CT）。 

定义 8 存在一组格子 BS= 0 1{ , , , }nb b bL ，有 ib （ ib∀ ∈BS）的自由度为 2，且 0b 与 nb 有

且仅有一个邻居属于 BS，其余所有格子均有两个邻居，且这两个邻居均为 BS 中的格子。

那么 BS 称为链， 0b 与 nb 称为该链的端点。 

需要说明的是，点点连格中，链又分为长链和短链，其中|BS|≥ 3 的链称为长链，而|BS|
为 1 或 2 的称之为短链，很多时候，链通常指的是长链。 

定义 9 存在一组格子 R= 0 1{ , , , }nb b bL ，有 ib （ ib∀ ∈BS）的自由度为 2，均有两个邻

居，且这两个邻居均为 BS 中的格子，那么 R 称为一个环。 
易知|R|≥ 4。可以认为首尾相接而相互贯通的链构成一个环。在中局寻找链和环时，可

选中一个自由度为 2 的格作为起点，贴标签，并为与其相邻的自由度为 2 的格子贴相同标签，

若标签贴完后并未贴回起点，则该标签下标记的格子序列构成一条链；反之，若标签贴回了

起点，该标签下标记的格子序列构成了一个环。如图 3 中，21，22，23，18，13，14，15
号格子构成一条长链链，6，11 号格子构成一条短链，19，20，24，25 号格子构成一个环。 

定义 10 互为邻居的两个 C 型格，构成一个 2C 型（Double Cross）。 
将图 3 中 6 和 11 号格子的两条非公共边占据后，就构成了一个 2C 型。 

9． 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策略分析 

一般点点连格棋的对弈过程中，长链和环是高频率出现的两种形状，而对于长链和环的 
处理也是取胜的关键之一。而通常，这两种形状的处理出现在残局（Final Phase）阶段。 

3.1 重要定理 
可以认为，开局是生成长链、短链和环的预备期，中局是着手生成这三种形状，而开局

和中局一般不会在链或者环里动作，偶尔会出现捕获 C 型格的情况。长链的个数的奇偶性

通常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如果条件足够宽松可以控制长链的条数的时候，我们必须掌握长链

定理。在引入长链定理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定理 1. 
定理 1[3] 无论初始棋盘的尺寸如何，总有以下式子成立： 

                     Dots+Doublecrosses=Turns                     （1） 
其中，Dots 指的是初始棋盘点的个数，Doublecrosses 指的是棋局结束时，共形成的 2C 型的

个数，Turns 指的是棋局结束时，共经历了多少轮的走棋。定理 2 被称为长链定理，它是

Berlekamp 对定理 1 的一个推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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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2 如果棋盘共有奇数个点，则先手方应当形成奇数条长链以取胜，后手方应形成

偶数条长链以取胜；若棋盘共有偶数个点，则先手方应当形成偶数条长链，后手方应形成奇

数条长链以取胜。 
在点点连格棋的对弈过程中， 后一轮的走棋方是强迫对手率先进入长链或者环中走棋

的一方。对于 6 6× 的点点连格棋，共有 36 个点，即点的个数为偶数，所以先手方应当极力

形成偶数条长链，后手方应致力于形成奇数条长链。通常一条长链或者过多的长链在实际博

弈中是不易形成的，故开局时，先手方一般考虑 2 条或者 4 条长链的情况，而后手方可以搜

索利于形成 3 条或者 5 条长链的着法。 
引理 1 在点点连格对弈过程中， 后一轮的走棋方是强迫对手率先进入长链或者环中

走棋的一方。 
3.2 残局的处理 
残局阶段棋局通常由长链，短链和环共同或者其中几种构成。 
1.短链的处理 
短链是进入残局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即占据短链中两个相邻格子的公共边，否则，会将

形成 2C 形个数的主动权出让给对手。 
2.死树的处理 
参与对弈的一方在为了迫使对手率先在死树外占边，通常采取让格策略。死树分为开阔

死树和闭合死树两种。其中，开阔死树由长链演化而成，闭合死树由环演化而成，并且有且

仅有两个 C 型格。对于这两种死树，处理方法也不相同。 
（1）开阔死树的处理 
该方捕获死树中的死格，当还剩有两死格（这两个死格必为相邻，一个为开阔格，一个

为 C 型的闭合格）未被捕获时，占领开阔格的开阔边。此时形成了一个 2C 型，即出让给对

手两格。用|OT|代表该死树所包含的死格数，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对于 OT 而言， 应当注意

|OT|=3 的情况，因为此时采取让格操作的即时收益（即捕获格子的数目减去出让格子的数目）

为负。 
（2）闭合死树的处理 
该方捕获死树中的死格时，当还剩有四个格子（此时有且仅有两个 C 型闭合格，两个

开阔格）未被捕获时，占领两个开阔格的公共边。此时形成两个 2C 型，即出让给对手四个

格。 
对于由环演化成的死树，让格策略需要慎用，这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引理： 
引理 2 Doublecrosses=Chains-1+2×Cycles 

其中，Doublecrosses 的意义等同于式（1），Chains 代表整个对弈过程中共形成长链的条数，

Cycles 代表对弈结束时共形成环的个数。易知出让格子的个数 2 倍于 Doublecrosses 数目；

那么对弈的过程中是否采取让格策略便有了一个前提条件：当 Boxes+2Doublecrosses>12 时，

放弃让格策略而采用贪婪算法（Boxes 为对手当前已经捕获的格子数）。 

4. 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数字表示 

为了便于表达和分析，我们以邻近点所连的边替代可占点为研究对象，将 N×N 的点点

连格棋的棋盘初始状态用(2N-1)× (2N-1)的矩阵 0A ={ ija }表示： 

2 , 2
2 , 2 1

2 1,

1
0
1 2 1

ij

i n j n
i n j n

i n j
a

n

= =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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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1,2,3,……奇数行偶数列位置的元素为格子的横边，偶数行奇数列位置的元素为格

子的纵边，偶数行偶数列元素为格子。即“0”代表未下子的可行棋位，“-1”代表非法棋位，“1”

代表格子。例如，图 1 所示的 6× 6 点点连格棋的初始棋盘矩阵 0A 可以用 11× 11 的矩阵表示

如下：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博弈的着法用一个三维行向量表示为： [ ]iX p m n= 。其中， ip a= 代表先手的“a”

方占边， ip b= 代表后手的“b”方占边。m 代表被占边所在棋盘矩阵的行，n 代表被占边所在

棋盘矩阵的列。 

在状态矩阵 { }ijA a= 中，不区分博弈双方所下的边，设所占边为 [ ]iX p m n= ,则

1mna = − ，且该边邻近的格子的值加 1。当某一格子 ' ' 5m na = 时，该格子重新赋值为 ' 'm n ia p= 。 

            
（a）初始状态                       （b）演化过程 

图 4 3 3× 点点连格棋 

例如，截取图 1 的前三行前三列，得到图 4（a）所示。着法[a 2 1]代表先行的“a”方要

在矩阵的第 2 行第 1 列占边， 又经过着法序列：[b 1 2]→[a 2 3]→[b 3 2]后，有格子被占据，

占格一方需继续走一步，经过搜索着法为[b 4 5]，棋盘变为如图 4（b）所示。状态矩阵演化

过程为： 

1 0 1 0 1 1 1 1 0 1 1 1 1 0 1
1 2 0 1 0 1 3 0 1 0 1 4 1 1 0
1 0 1 0 1 1 0 1 0 1 1 0 1 0 1
0 1 0 1 0 0 1 0 1 0 0 1 0 1 0
1 0 1 0 1 1 0 1 0 1 1 0 1 0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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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0 1
1 5 1 1 0 1 1 1 0 1 1 1 0
1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0 1
0 1 0 1 0 0 1 0 1 0 0 1 0 2 1
1 0 1 0 1 1 0 1 0 1 1 0 1 0 1

b 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6 6× 点点连格棋机器博弈系统搜索算法 

点点连格棋是一类添子类游戏，它的着法只包含落子位置，而不涉及提子位置，故棋盘 
状态矩阵中值为 0 的位置，便是可行的落子位置。在机器博弈系统的着法生成中，在开局和

中局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开局：棋局的前五步为开局，可以采用随机数处理。具体步骤为：如有 C 型格则捕获

该格子；否则在不形成 C 型格的前提下采取随机数占边。 
中局：采取了哈希表搜索和α β− 剪枝搜索相结合的方法。本程序设计中，主要采用

Zobrist 哈希技术[5,6]，即用随机的方法产生哈希值，用哈希表结构表示棋局状态。应用同形

表记载搜索过的节点[7]。搜索开始时，首先对博弈树展开，展开的过程中，先搜索同形表，

如果遇到匹配项则直接操作，如果无匹配项，则继续采用α β− 剪枝搜索 [7]。 
应该看到点点连格棋的节点评估是需要将模式识别和对弈策略有机结合。模式识别是要

正确地判断局面中的各种结构，如：C 型格、短链、长链、环、死树等的数量与位置。然后

根据先手、后手、奇数、偶数等处理策略，计算出对本方有利的落子位置。 

6.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点点连格棋的游戏规则、胜负规律和关键技术，并总结了 6 6× 点点连

格棋机器博弈系统——“棋弈”的设计过程，包括棋盘和棋局表示、着法表示、棋局更新及搜

索策略。对于5 5× 规格的点点连格棋已经有了成熟的发展，但是对于 6 6× 规格还处于研究

阶段，尤其对于开局的研究和开发还尚存不足，基于棋盘划分的开局库研究是本文以后重点

研究的方向。新的搜索算法的引进对提高“棋弈”的智力水平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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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博弈对战平台研究与开发 

姜琳颖 邹凌波 杨磻超 徐金凤 
东北大学软件学院，110004；  

e-mail：lyjiang@sict.ac.cn  
摘要：机器博弈不同于选手面对面的竞赛，计算机没有等同于人类的视觉和抽象分析能

力，因此两台计算机进行博弈时，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本文基于机器博弈和可视化理论，

分析和设计了一种对战平台，针对棋盘盘面的可视化表示、通讯协议、盘面评估等问题进行

了研究，同时提出可扩展接口，为不同棋类提供对战平台。针对点点连格棋进行了测试，达

到了较好的效果。本文旨在为机器博弈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和开放的平台，对机器博弈研究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机器博弈 对战平台 可视化 通信协议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attle Platform in Computer Games 
Jiang Linying, Zou Lingbo, Yang Panchao, Xun Jinfeng 

Software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110004 
email: lyjiang@sict.ac.cn 

Abstract: A computer game is different from a game between human opponents. Since 
computers do not have visual and abstract analysis ability likes human beings, they need 
third-party software to help th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y of computer game and 
visualization, discussing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chessboard, communications protocols and 
chessboard assessment. We propose and designed a battle platform and also an extensible interface 
which helps making the platform available to various cheeses. Finally we took tests for Dots and 
Boxes and got a good result. The result shows our work provided a convenient open platform for 
computer game which makes the computer game better. 

Keywords: Computer Game, Battle Platform, Visualization,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1. 引言 
机器博弈，通俗来说就是让机器下棋，是人工智能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1]。

对机器博弈的研究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重要、颇有

发展前途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国的机器博弈研究方兴未艾，在高校的发展不容忽视，而激发

广大学生参与到机器博弈领域中来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国内外的机器博弈大赛。机器博弈不

同于选手面对面的竞赛，计算机没有等同于人类的视觉和抽象分析能力，因此两台计算机进

行博弈时，需要借助第三方软件，机器博弈对战平台的需求应运而生。 
任何棋种的对弈都需要一个平台，不管是机器与机器或者人与机器之间。一个良好的对

战平台可以大大促进机器博弈的发展，不仅为专业人员的研究和比赛提供方便，而且方便爱

好者入门。目前关于国际象棋、五子棋、中国象棋、围棋的研究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相应的平台也比较成熟。除了以上主流棋种之外还有许多不为大

众所熟悉的棋种，如点点连格棋、亚马逊棋和苏拉卡尔塔棋等，对于机器博弈的研究也有着

很大的帮助。目前国内关于这些棋种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相应的对战平台。针对于

这种情况，研究和设计一款相对开放且高效的对战平台，为以上棋种的研究和对弈提供一个

良好的支撑，也可以促进这些棋种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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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战平台分析 
对战平台旨在为比赛双方提供一个比赛的平台，博弈引擎软件由双方设计。其作用是： 
（1）对战平台从一方的机器博弈系统中获取当前的着法； 
（2）根据一方的当前着法更新当前局面同时显示在棋盘上； 
（3）将 新局面发送给比赛的另一方； 
（4）等待另一方的下一步着法，

并且计时； 
（5）进行比赛是否结束的判定及

其输赢的判定； 
（6）将当前局面保存，以便于以

后的分析和学习。 
对战平台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3. 对战平台架构设计 
通过对对战平台的作用分析，可以得出对战平台主要有三部分主要功能，一是面对机器

博弈双方的参赛人员，提供可视化界面，二是面对机器博弈双方的博弈系统，提供着法和当

前局面的传递，三是对战平台本身要对比赛双方出招的时间给予限定，并且能对当前的局面

进行保存和分析，判定着法是否正确、比赛是否结束及给出胜负结果。 
为了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使它能够尽可能对已实现部

分少改动，只是增加新的部分就能够应用于不同的棋种。该对战平台的架构设计采用分层模

块化设计方法[2]，将整个系统分成应用表现层、数据处理层和数据通信层，如图 2 所示。 
数据表现层主要完成当前局面

的可视化表示，提供给参赛者观看和

使用，因此要界面美观，易于操作。

采用当前技术成熟、开发周期短的面

向对象的编程方法，使用广泛流行的

图形界面技术，做到易于扩展[3]。 
数据处理层主要完成局面的数

据保存、着法分析和博弈结果判定。

对于局面的存储要考虑占用的空间

数量[4]。 
数据通信层主要完成机器博弈

双方的数据打包发送、接收解析、通

信协议的定义等功能，为了能够可靠而方便地在对战平台和机器博弈双方进行通信，采用以

太网作为传输介质，TCP/IP 协议作为通信的基本协议。 
 

4. 对战平台模块设计 
经过仔细分析对战平台的需求，提出 3 层的架构模型，考虑到对战平台的通用性和可扩

展性，将对战平台分成公共模块和每个棋种的专属模块。模块结构设计图如图 3 所示。 
模块的功能说明： 
（1）平台管理模块：负责平台的登录与退出。 
（2）比赛管理模块：负责棋种选择和赛制的选择，参赛队伍的信息管理，比赛结果信

息管理（包括：比赛双方、比赛结果、棋谱、比赛类型等）。 
（3）超时判定模块：对于限时比赛，负责每一方的计时，超时判负。  

通信协议 数据发送 数据接收 数据解析 数据打包

局面保存 棋局分析

对战平台系统界面

应用表现层

数据处理层

数据通信层

结果判定

博弈局面显示 着法回顾

图2  对战平台软件架构

甲方机器博弈系统

当前局面

胜负判决 乙方当前着法

甲方当前着法

已方机器博弈系统

对
战
平
台

图1  对战平台在机器博弈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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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通信模块：负责着法及局面的数据传输。 
（5）着法分析模块：负责分析当前着法的正确性。如果是非法着法，则要提示，并要

求重新输入。如果是吃子着法，则要去掉被吃的棋子。如果出现占格，则仍为本轮走棋，继

续接受本方走棋。 

图 3    模块结构设计图 

（6）胜负判定模块：根据胜负规则对局面进行分析，如果出现胜-负-和的局面，负责

得出比赛结果，并传递给比赛管理模块。 
（7）局面显示模块：根据不同的棋种和在比赛过程中双方的着法显示双方走子情况，

生成并显示实时棋谱。 
 

5. 对战平台实现 
由于对战平台对不同棋种，有不同的专属模块，下面就 6×6

点点连格棋为例，介绍对战平台的具体实现。 
5.1 棋规简介 

（1）棋盘：6×6 个点，5×5 个格子，棋盘如图 4 所示。 
（2）玩法[5] 

 邻近的两点连成一条边，每个格子由这样的四条边围

住时，格子被俘获； 
 边不归属于任一方，格子判断归属； 
 参与者轮流将邻近的两点连成一边，不可越点，不

可重边。当一个格子的四条边被占满，则 后一个

占边者获取这个格子； 
 每一博弈方该轮结束的标志是当前步不获取格子。 

（3）结束 
 所有的邻近点被连成边，也就是说所有的格子被俘

获。占领格子较多的一方为获胜方[6]。 
3×3 点点连格的博弈过程如图 5 所示。 

 
5.2 数据结构及通信协议 

（1）棋局数据结构定义 
将6× 6的点点连格棋的棋盘初始状态用11× 11

的矩阵 0A ={ ija }表示，初始矩阵表示如图 6 所示。 

aij =

4       i, j∈[1,3,5,7,9]

i∈[0, 2, 4, 6, 8, 10] 且 j∈[1, 3, 5, 7, 9]
或者i∈[1, 3, 5, 7, 9] 且 j∈[0, 2, 4, 6, 8, 10]

0

-1       i, j∈[0,2,4,6,8,10]

图 4  6×6 点点连格棋盘

图 5  3×3 点点连格博弈过程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Aij =

图6  初始矩阵表示

公共模块 点点连格专属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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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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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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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局面
显示
模块

数据
通信
模块

结果
判定
模块

亚马逊棋专属模块

局面
分析
模块

局面
显示
模块

结果
判定
模块

苏拉卡尔塔专属模块

局面
分析
模块

局面
显示
模块

结果
判定
模块

机器博弈对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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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偶数行奇数列位置的元素为格子的横边； 奇数行偶数列位置的元素为格子的纵

边；奇数行奇数列元素为格子。 

即“0”代表未下子的可行棋位，“-1”代表非法棋位，

初始 aij=4 代表格子，其四周每连一条边，aij-1，当 aij的值变

为 0 时，表示该格被某方占据。 

（2）博弈着法表示 
在进行博弈对战时，为了高效率地传递双方着法，避免

冗余信息的传递，由于着法不涉及对棋局数据的处理，因此

将棋面简化为 6× 6 矩阵表示，如图 7所示。 

平台规定：着法使用整数字符串表示，格式如下。 
 单步着法：Ss=a1a2a3a4   ai∈[0,1,2,3,4,5] 
 多步着法：Sm= a1a2a3a4  a5a6a7a8……  

       ai∈[0,1,2,3,4,5] 
说明： 

①Ss表示6× 6棋盘任意两个相距为1且在同一直线

上的点(a1,a2)( a3,a4)的连线。 

②多步着法中，两步之间的间隔用一个空格表示。 

③传输协议: 
传入参数：着法字符串  
传出参数：棋盘状态矩阵 Aij  
例如，着法“0010”代表一方要在矩阵的第 1 行第

0 列占边，则上述棋盘状态矩阵转化如图 8 所示。 
            

5.3 主要模块算法设计 
5.3.1 棋盘结构变更 
当正确的着法字符串通过协议传递到平台时，系统将调用博弈处理模块中的棋盘数据结

构变更算法[7]，对棋盘当前数据结构进行更新。其数据结构变更算法形式为： 
public int walk(int a, int b, int c, int d, String who)； 
输入参数：使用 4 个整形数表示着法的一步， 

使用字符串 who 表示着法传递方。 
返回值：“1”输入不合法，不是长度为 1 的直边； 

“2”不能下在这个边，这个边已经被占边； 
“3”成功不能连续走； 
“4”成功可以连续走。 

具体处理流程如下，流程图如图 9 所示。 
if (BLACK.Equals(who){ 

if ((pi != p2i) && (pj == p2j){ 
…… 

if (ch[x, y] == 1) return 2; 
ch[x, y] = 1;  ch[x, y + 1]--;  ch[x, y - 1]--; 
if((ch[x, y - 1] == 0)&&(ch[x, y + 1] != 0)) 

{ countBLACK++; return 4; } 
else if ((ch[x, y + 1] == 0) &&(ch[x, y - 1] != 0)) 

{ countBLACK++; return 4; }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图7  简化棋面表示

‐1, 0,   ‐1,  0,  ‐1,  0,   ‐1,  0,  1,  0,   ‐1

1,  3,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4,  0,  4,  0,   4,   0,   4,  0,  4,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Aij =

图8  棋盘状态转化矩阵表示

开始

初始化坐标参数

接收着法

该边为1？

判断边位置

中间区域

ch[x, y + 1]‐‐;
ch[x, y ‐ 1]‐‐;

ch[x, y + 1]‐‐; ch[x, y ‐ 1]‐‐;

左边界 右边界

y

判断格归属，返回

返回

N

图9 棋盘结构变更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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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if((ch[x, y + 1] == 0)&&(ch[x, y - 1] == 0))  { countBLACK += 2; return 4; } 
else  return 3;  

} 
}               

5.3.2 绘制棋盘算法 
当棋盘第一次载入时，系统调用显示模块中的重新绘制棋盘算法。当前棋局显示如图

10 所示。 
dots = new PictureBox[6, 6]; 
for (int i = 0; i < 6; i++) 

for (int j = 0; j < 6; j++){ 
  PictureBox p = new PictureBox(); 
  Size s = new Size(); 
  s.Width = 14; 
  s.Height = 14; 
  p.Size = s; 
  p.Location = new Point(j * 80 + 

20, i * 80 + 30); 
  p.ImageLocation = "dot.jpg"; 
  dots[i, j] = p;         图 10 当前棋局显示 
  this.Controls.Add(p); 

}  
 
5.3.3 棋盘重绘 
当棋盘的数据结构被变更后，需要将变更结果返回到平台界面，对前台棋盘和棋谱进行

刷新。主要算法如下： 
void draw(String color){ 

Graphics g = Graphics.FromHwnd(this.Handle); 
if (color == "black"){ 
for (int i = 0; i < used_p3.Count; i++) 
{ 

Point a = (Point)used_p3[i]; 
Point b = (Point)used_p4[i]; 
g.DrawLine(Pens.Black, a, b); 
 …… 

5.3.4 某方走子算法 
系统发出对方走子信息，同时等待另一方给出的着法，将返回

的结果进行处理，并调用后台处理函数变更数据结构以及调用棋盘

重绘算法刷新棋盘。实现如下： 
str = do_Red_Algorithm(p); 
add((Convert.ToInt32(s[0]) - 48), (Convert.ToInt32(s[1]) - 48), 
   (Convert.ToInt32(s[2]) - 48), (Convert.ToInt32(s[3]) - 48), 

"red"); 
draw("red"); 
流程图如图 11 所示。 

开始

初始化棋盘

接收着法
检查着法

着法合法

Y

调用棋盘变更算法

返回

N
储存当前棋局

判定是否胜出

图11走子算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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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终盘判定算法 
每当走一步棋，系统调用判定算法，判定是否一方已经胜出，若比赛结束则输出比赛结

果并保存，否则调用对方的博弈引擎继续走子。 
void do_Final_Judgement(){ 
     if ((chessbox.getCountBLACK() + chessbox.getCountRED()) == 25){ 
        if (chessbox.getCountBLACK() > chessbox.getCountRED()) 
             MessageBox.Show(" 终结果：黑方获胜"); 
        else if (chessbox.getCountBLACK() < chessbox.getCountRED()) 
             MessageBox.Show(" 终结果：红方获胜"); 
        else 
             MessageBox.Show(" 终结果：平局"); 
      } 
      else 
         MessageBox.Show(" 终结果：比赛因故退出！请检查算法文件"); 
}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机器博弈角度，以点点连格对战游戏为例，阐述了机器博弈对战平台实现的关键

技术，主要完成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阐述了机器博弈对战平台系统的基本组成模块及功能，为后续的博弈算法研究提供

了一个平台。 
 详细阐述了点点连格对战过程和数据结构的实现。 
 讨论了对战平台将机器博弈信息可视化的实现方法和策略。 

为了进一步完善该平台，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 

 将平台发展为一个机器博弈网上对战系统，实现跨地域交流。系统实行用户注册制 
 添加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对弈。 
 对每一个棋种设置算法库和算法排行榜，所有的注册会员均可以上传自己的算法，

可以选择网站上任意的算法进行比赛，根据每个算法成绩的好坏制作算法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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