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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器博弈即计算机下棋，近十年来机器博弈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机

器博弈的军事应用。在简要总结机器博弈核心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作战模拟的系

统构成，论述了人在回路作战模拟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其不足。为了实现对作战指挥实体的

模拟，认真探讨了指挥实体决策对策的内容，进而阐述了基于机器博弈的作战模拟方案的可

行性和无法回避的技术难题。 后指出，机器博弈原理与方法学能够成为战争模拟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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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computer game in the past decade make people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military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of computer 
game, the components of current war gaming system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need for 
“Human-in-loop” war gaming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shortcomings. To illuminate the simulation 
process of the entity of war command, the content of decision-making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explored first. Further, the feasibility of war gaming based on computer game and the unavoidable 
technical problems are described. Finall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ies of 
computer game sh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ar gam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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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象棋是抽象两国交兵的作战游戏。如今机器博弈技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象棋的博弈问

题，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表明机器的思维能力，至少是逻辑思维能力，在某

一个特定的领域和问题上已经可以和人类天才相抗衡。由此也不难想象，机器博弈挑战的

又一个目标就会是试图解决作战仿真中指挥实体的模拟问题。 
国际上已有军事院校关注机器博弈的研究成果，有的机器博弈的专家已经开展战争模

拟的研究工作，这一方向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战争模拟（War Gaming and Simulation），就是运用实物、文字、符号或其他手段，对

战争系统、战争环境和战争过程进行模仿的技术、方法和活动，目的是为了对未来的或正

在进行的战争或战争的某一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和准备[1]。  
对于战争系统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不同的划分，形成不同的子系统[2]。这里为了便

于说明问题，我们将作战模拟系统划分为指挥实体模拟、作战兵力实体模拟、作战环境模

拟与效果评估等基本子系统。本文目标则是应用机器博弈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模拟指挥实

体的功能，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可行而有效的作战模拟方案，进而明确一些尚待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 
本文的第 2 节总结了机器博弈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机器博弈的思维过程；第 3 节分析

了目前作战模拟的系统构成和人在回路中仿真的不足；第 4 节具体分析了指挥实体决策对

策的内容；第 5 节给出基于机器博弈的作战模拟方案，同时指出将要遇到的问题； 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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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全文，指出机器博弈原理应该成为战争模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机器博弈技术的重大进展 
博弈就是一些个人、团队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

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集合中进行理智

的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 
冯·诺伊曼建立的博弈论在战争模拟中应用严格数学理论建立模型。在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对手（局中人）的竞争系统中，局中人作为有理智的行动者，在存在利益冲突的竞争及斗

争中，为了获得 大收益，有能力权衡得失，选择 佳的行动方案。竞争的结果不仅依赖于

某个参与者的抉择、决策和机会，而且也依赖于竞争对手或其他参与者的抉择。由于竞争结

果依赖于所有局中人的抉择，每个局中人都企图预测其他人的可能抉择，以确定自己的 佳

对策[1]。 
机器博弈（Computer Games）主要是指计算机下棋。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计算机的创始人图灵编写了第一个

国际象棋程序，以及信息论的创始人 C.香浓给出了极大-
极小算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领域的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

程，关键技术一个个突破，博弈水平一步步提高，才能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出人意料和举世瞩目

的成就。1997 年 5 月在美国，IBM“深蓝”计算机战胜

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2006 年 8 月在中国，浪潮天梭服

务器与东北大学棋天大圣软件结合战平了“中国象棋第

一人”许银川，这都标志着计算机的思维能力已经可以

和人类天才相媲美。 
人工智能的先驱者们曾认真地表明：如果能够掌握

下棋的本质，也许就掌握了人类智能行为的核心；那些

能够存在于下棋活动中的重大原则，或许就存在于其它

任何需要人类智能的活动中。 

说起来机器博弈的本质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对博

弈树节点估值过程和对博弈树搜索过程的结合。细想，

英明决策者的思维过程也主要是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中

进行结果的评估和 佳方案的搜索。图 2.1 给出了当前

为通用的机器博弈搜索引擎的流程图。由于计算机运

行速度和搜索算法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已经使得具有穷

尽搜索本性的搜索引擎，可以不必遍历规模极为庞大的

博弈树节点，而像英明决策者那样仅沿着少数几个有价

值的“分枝”而进行深入地搜索，得出 佳的结果[4]。 
目前，机器博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方法学方面，而不是模型论方面。它正在模拟人类

的思维方式，借用专业知识指导策略空间的选择性搜索，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快速与严格的

优势，通过“穷尽性”的比较与优化，获得 佳的策略。 
就象棋计算机博弈而言，编写程序所需要的 基本的知识内容（元知识）就是走棋的

“着法规则”和判断棋局好坏的“审局标准”（量化）。当然后者可能因人而异，亦即“知

识内容”不尽相同，但其结果却大同小异。就是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维方法”，就像

一个“聪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给出独出心裁的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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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机器博弈原理与方法学改变了军事仿真系统建立的三阶段模式，即概念建

模—数学建模—软件建模。它也不像知识工程和专家系统那样需要和依赖庞大的知识库，

致使知识的获取与完备性成为专家系统实用化的瓶颈。 
博弈论把策略的得失表示为定量的形式进行研究，为 优策略选择一种算法。这种理论

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以描述简单的格斗局势的成败评估，也可以应用于战争危机的

对策分析[1]。 
 
３． 人在回路的作战模拟 

具有现代意义的作战模拟源于兵棋（war game或war gaming）。兵棋是早期对作战行动

的模拟。作战行动必须依据作战规则进行，并能反映出实际作战过程中的不同情况，特别

是随机事件、概率结果等[1]。兵棋可以对作战进行模拟与推演预测。它的基本特征是“定量

分析”。由于它模拟得真实，又通俗易懂，很快在西方国家军队中普及，成为军队训练和作

战的制式器材。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兵棋被德、日、美、英各国广泛应用于作战

计划制订和评估。日本袭击珍珠港，德国闪击法国、闪击苏联、北非战役，美国对中途岛

海战、诺曼底登陆等著名作战计划，都应用了兵棋[5]。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计算

机网络和仿真技术的发展，使兵棋发展为当今的作战模拟系统——作战实验室，达到相当

完善的地步。这些模型可以模拟更加复杂的战争双方的攻防对抗情况，也使得所模拟的情

况更加精确和细致。 
由于作战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随机因素，因此任何作战模拟系统都不可能忠实地显现对抗

双方交战的量化结果。但是，一个逼真的作战模拟系统必须反映作战使命空间的基本运行规

律和特征。对系统内特定的模拟实体而言，一方面，它的属性必须准确描述原型实体的某些

侧面，并且与模拟目的密切相关；另一方

面，它的动态行为必须准确描述两个方面

的影响：其一是实体行为对系统状态的影

响，即行为的效果；其二是系统状态（确

切说是感知到的系统状态）对实体行为的

影响，即行为的选择[3]。 
图 3.1 给出了作战模拟系统的宏观结

构框图。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战场模型

在不断完善，包括作战兵力实体模拟和战

场环境的模拟。而作为指挥机关的决策功

能，目前还需要真实的指挥人员亲临现场

来执行。当然这种作战实验室的主要功能

也就在于培训这一级的指挥人员。这样的

作战模拟系统便是“人在回路”的作战模

拟系统。 
一般“人在回路”在战争模拟中主要

有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感官在回

路”，即虚拟现实的方式，常用于训练模拟

器或武器人机仿真工程之中。第二种是“交

互在回路”，即参与模拟的人通过实际的系

统完成与模拟系统的交互。第三种是“思维在回路”，这是一种更为抽象的形式，常用于高

层的战争决策模拟[1]。 
如果从培训作战人员和指挥人员的角度出发，被培训者理应亲临其境，接受锻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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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但是如果从研究探讨 佳的作战方案与策略的角度出发，则应该考虑指挥实体的模拟，

设法开动“搜索引擎”的强大功能，演示各种各样的可行方案，并且可以反复多次试验，进

行修改和优化。它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可能得到超出指挥官才能的

佳决策。尤其在实战过程中，更有可能成为 有力、 快捷的“参谋部”，为赢得战争创

造有利条件。 
 
４． 指挥实体的决策与对策分析 

为了模拟指挥实体的功能，首先需要透彻分析军事专家的决策行为与能力。一般说来军

事专家的决策过程分析包括战场观测、态势分析、调兵遣将三大部分，如图 3.1 所示。 
身为指挥员在作战的准备阶段，应该根据上级指示下达预先号令，告知部队准备执行的

任务性质，完成装备、物资、人员补充调整等事项的时限；组织各种侦查力量，查明当前敌

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以及预定行动方向上的战场情况；对敌情、我情和战场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研究，做出判断结论；正确理解受领的任务，定下行动决心、确定作战编成、任务区

分、指挥配系和兵力部署；拟定作战计划、协同计划和各种保障计划，并将计划的有关内容，

以命令和指示的形式，迅速、准确地下达给部队执行；组织协同和各种保障的实施；督促检

查部队完成各项任务。在作战实施阶段，掌握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坚决贯彻既定决心，适

时使用第二梯队和预备队，保持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当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迅速定下

新的决心，组织新的协同，实施强有力的保障，保持对部队的不间断指挥，保证作战任务的

完成[6]。 
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战场观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里包括直接观测（地面、空中、

空间），也包括间接观测（无线、网络、情报等），还有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确定性的和随

机性的、结构化的和非结构化的、真实的和虚假的、当前的和长远的，所有这些信息的集成

都将成为对于战场状态估计的观测量，从而形成尽可能准确的对于当前态势的估计。显然这

是一个高维的信息融合问题。而对于状态估计的全面性与可靠性将成为态势分析与决策的重

要依据。 
未来时代将是信息时代，未来的战争将是信息战，敌对双方之间争夺的目标将是战场信

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谁能够快速的占有信息，确保己方的信息不为敌方获取将是未

来战争的主要内容[7]。 
态势分析主要是对战场观测所获得的战场信息进行处理，掌握战场的发展变化态势，快

速形成作战方案。这不仅对战场信息的收集、处理提出了高要求，而且也对战场数据的综合

提出了高的要求。因为作战分析、辅助决策分析等需要定量化分析，除数学方法、数据分析

等方法外，还要用到模拟推演分析的方法[1]。 
调兵遣将即为指挥员的 终决策，也即作战方案的生成。它涉及的过程复杂、作业程序

多，既要考虑战场的态势，又要考虑相互间的作战关系，实时快速生成作战方案具有很大的

难度。通常作战方案是在战前对作战态势预先估计的基础上形成预案，战时通过调用相应的

预案结构，对预案进行适当的补充、修改，在预案的基础上快速形成的作战方案[7]。 
在理想化的作战模拟方案中，指挥模型应该是完全自动响应的，即指挥实体根据自身的

任务和感知到的系统状态，按态势判断规则得出战场态势的结论，按智能决策规则实施“指

挥”，通过发送指令控制所属模拟指挥实体和模拟兵力实体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对人脑思维

模式和思维过程的模拟。以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很难构造完善的决策规则体系，赋予指挥

实体完全的智能。因此，目前一般采取一种折衷的方案，即人在回路。这是一种半自动的指

挥过程，由局中人来监视战场，通过输入指挥层的命令来控制所属模拟兵力实体的行为[3]。 
在这里一个默认的约定是，只要局中人的决策符合作战原则，指挥控制不失时机，他“所

属的”计算机生成兵力就能准确地执行命令，发挥出“合乎逻辑”的作战效能，取得“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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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作战效果。只有如此，局中人才能对自己决策的得失做到心中有数,训练才能取得

应有的效果[3]。 
 

５． 基于机器博弈的作战模拟技术分析 
在指挥实体模拟的内容中，战场状态观测与估计是一个高维的信息融合问题，由于信息

的获取多数已由计算机网络实现，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相对来讲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在假设战场态势清楚的前提下，应用完全信息条件下机器博弈的方法实现指挥实体的态

势分析与调兵遣将，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对局面进行态势分析相当于机器博弈中的审局函

数。可以将所有的战斗力包括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等都进行量化处理，计算当前局面敌我双

方各自的力量总和，就能看出哪一方处于优势或者是劣势。考虑当前局面下所有可以动用的

兵力与手段便是“着法生成”，当然还要计算各个“招法”的杀伤能力。通过对各个招法结

果的分析与评估，决策者便会预想接下来要怎么做，如果这么做，敌方又会怎么应对，又该

怎么去应对敌方等，这一思维与分析过程就可以通过机器博弈中的博弈树展开来实现。通过

想定敌方完美的招法来搜索对策，在可能的对策中选择对本方 有力的进攻策略，亦即调兵

遣将。 
当然战争的问题要比象棋远为复杂。首先战争“棋盘”上的运子空间要比象棋高几个数

量级；参战的兵种很多，而各兵种的作战单元就更多（取决于指挥“粒度”大小）；许多非

战斗单元（如仓库、道路、桥梁等）也都必须加以考虑。这都为着法生成、博弈树展开和节

点评估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如果说象棋博弈是一个离散事件过程[8]，那战争过程则是一个混合过程（混杂系统[9]）。

它既有兵力调度、突然打击等离散事件，更有部队转移、导弹飞行等大量连续过程。 
如果说在象棋棋盘上除了“先手”之利以外，双方出招是先后交替和机会均等的，那在

战场何时出招则有更多的选择和机遇。 
显然，象棋博弈的软件成果是不会简单和直接应用到作战模拟当中的。但是如果从宏观

上分析，二者都是资源有限的动态对抗，都是在一棵“变性”搜索树上进行“滚动决策”，

都是在一种非结构化问题中搜索“ 佳路径”与“ 佳着法”，那极大－极小搜索和α－β

剪枝就都可以发挥其巨大威力[4]，就都可以实现拟人的逻辑思维，得到出色而可靠的对策。 

与机器博弈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事件对策”理论解决[8]，而海空格斗、导弹拦截等属

于连续变量动态系统（CVDS）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微分对策”理论进行处理[10]。 
博弈论应该成为分析处理战争模拟的重要理论支撑，而博弈论也一定会在战争模拟的应

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６． 结语 
  本文着重阐述了机器博弈成果的内涵和在作战模拟中的应用前景。通过比较分析，可以

看出机器博弈的原理与方法学应用于作战指挥实体的模拟是基本可行的。当然这是一个新的

颇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还有一批关键技术需要突破，还有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完成。

而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作战模拟的效率及结果，而且能够成为战争模拟

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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