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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计算机博弈是人工智能领域重要而极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 本文首先回顾了计算机博弈的发展历程，以及

国内外的计算机博弈赛事情况，各种竞赛为计算机博弈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验证与学术交流的平台。 然后
介绍了计算机博弈系统的构成， 一个博弈系统包括博弈平台、博弈树搜索、局面评估、着法生成、机器学习等多方面
技术；重点阐述了极大极小搜索、剪枝搜索、蒙特卡罗搜索等常用算法的原理与特点；对局面评估方法和各种优化算
法也进行了分析，其中的并行计算、遗传算法和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等都是提升机器智能的有效方法。 最
后，分析了计算机博弈研究面临的问题，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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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博弈，也称之为机器博弈，是人工智能领

域的挑战性课题。 它从模仿人脑智能的角度出发，
以计算机下棋为研究载体，通过模拟人类棋手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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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过程，构建一种更接近人类智能的博弈信息处理
系统，并可以拓展到其他相关领域，解决实际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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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９·

科学研究领域中与博弈相关的难以解决的复杂问

１９８９ 年 ＩＢＭ 公司研制的“ 深思” 在与世界棋王卡斯

检验计算机技术及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

年 ＩＢＭ 更新了“ 深蓝” 程序，并使用新的集成电路将

题 ［１－２］ 。 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

向，为人工智能带来了很多重要的方法和理论，极大
地推动了科研进步，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学
术影响

［３－５］

。

计算机博弈是知识工程演绎的平台，是研究人
工智能科学的“ 果蝇”

［１］

。 如何提高机器智能，是计

算机博弈研究的精髓所在。 针对该领域技术进行研
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智能，更好地推动人工
智能技术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与发展。

１

计算机博弈发展

１．１

帕罗夫进行的“ 人机大战” 中，以 ０ ∶ ２ 败北。 １９９５

思考速度提高到每秒 ３００ 万步，在 １９９６ 年与卡斯帕
罗夫的挑战赛中以 ２ ∶ ４ 败北。 １９９７ 年“ 超级深蓝”

融入了更深的开发， 以 ３． ５ ∶ ２． ５ 击败了卡斯帕罗
夫，这场胜利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它表明“ 计
算机智能战胜了人类天才” 。

在国内，南开大学黄云龙教授和他的学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发了一系列中国象棋程序。 中山大
学化学系教授陈志行先生在 ９０ 年代初开发了围棋
程序“ 手谈” ，曾经获得世界冠军。

１．３

起步阶段

成熟阶段

２０ 世纪末期，国内外有许多科研机构和学者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学者

计算机博弈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质性的研究。 随

弈的研究与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阿兰 · 图灵

枝 ［９，１１］ 、上限置信区间算法（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

都曾经涉足计算机博弈领域的研究工作，为机器博

着极 大 极 小 算 法 （ ｍｉｎｉｍａ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１１］ 、 α⁃β 剪

（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 先生最早写下了能够让机器下棋的指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ｔｒｅｅ， ＵＣＴ） ［１３］ 、 并 行 搜 索 算 法 ［１４］ 、 遗 传 算

令，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提
出了用于博弈的极大极小定理，信息论创始人科劳
德·香农

［６］

（ Ｃｌａｕｄｅ 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 首次提出了国际象

棋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的创始人麦卡锡（ Ｊｏｈｎ Ｍｃ⁃
Ｃａｒｔｈｙ） 首次提出“ 人工智能”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这一 概 念。 １９５８ 年 阿 伯 恩 斯 坦 （ Ａｌｅｘ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等

［７］

网络、类脑思维等科学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种
机器学习模型，例如支持向量机、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算法、最
大熵方法等相继被提出，计算机博弈研究进入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２００６ 年，Ｈｉｎｔｏｎ 和他的学生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发表

在 ＩＢＭ７０４ 机上开发了第 １ 个成熟的达到孩童

了一篇关于用神经网络降低数据维数的论文 ［１６］ ，开

（ Ａ． Ｌ． Ｓａｍｕｅｌ） 编了一个能够战胜

评出的人类 １０ 大科学突破中，包括了加拿大阿尔波

博弈水平的国际象棋程序。 １９５９ 年，人工智能的创
始人之一塞缪

［８］

设计者本人的西洋跳棋程序，１９６２ 年该程序击败了
研究机器博弈的学者们发现，博弈程序的智能
水平与搜索深度有很大关系。 他们研究的内容主要
涉及：如何建立有效、快速的评价函数和评价方法，
使评价的效率更高，花费的时间和空间的代价更小；
如何在生成的博弈树上更准确有效地找到最优解，
并由此发展出来各种搜索算法
发展阶段

启了深度学习在学术界的浪潮。 ２００７ 年科学杂志
特大学研究人员历时 １８ 年破解了国际跳棋（ ６４） 的
研究成果，这是整个机器博弈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

美国的一个州冠军。

１．２

法 ［１５］ 、人工神经网络 ［１６］ 等技术日趋成熟，人工神经

［９－１１］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随着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

术不断发展，计算机博弈理论日趋完善，学者们开始
对电脑能否战胜人脑这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提出了以棋类对弈的方式，向人类发起挑战，计算
机博弈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碑 ［５］ 。

２００３ 年，台湾交通大学吴毅成教授发明了六子

棋 （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６） ［ １７ ］ ，目前被认为是最公平的棋类。
之后，东北大学徐心和教授 ［ １８ ］ 和他的团队 ［１９－２１］ 研
究开发了中国象棋软件“ 棋天大圣” ，具有挑战国内
中国象棋顶级高手的实力；北邮刘知青 ［２２－２３］ 带领学
生开发的“ 本手（ ＬＩＮＧＯ） ” 围棋程序，能够战胜高水
平业 余 围 棋 选 手； 哈 工 大 王 轩 ［２４－２６］ 、 南 航 夏 正
友 ［２７－２８］ 分别带领学生开发了四国军棋博弈系统，这
些程序都表现出较高的智能水平。

１．４

飞跃阶段
最近几年，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３］ 取得了突破性

在国外，１９８６ 年 ７ 月，Ｈｉｎｔｏｎ 等 ［１２］ 在自然杂志

的进展。 运用该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计算机博弈领

传播算法在神经网络模型上的应用，给机器学习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谷歌公司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Ｂｒａｉｎ 项目用

（ Ｎａｔｕｒｅ） 上发表论文，首次系统简洁地阐述了反向
来了希望，掀起了基于统计模型的机器学习热潮。

域中许多实际问题。

并行计算平台训练一种称为“ 深度神经网络” （ ｄｅｅｐ

· ７９０·

智

能

系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ＮＮ） 的机器学习模型。 ２０１３ 年 １

统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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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竞赛，还有各种世界范围内的人机大

月，百度 宣 布 成 立 “ 深 度 学 习 研 究 所”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ｅ ｏｆ

战活动，这些竞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挑战热

欧洲围棋冠军樊麾后，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谷歌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还产生了新的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ＤＬ） 。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５ ∶ ０ 击败了
团队在自然杂志（ Ｎａｔｕｒｅ） 上发表封面论文称，他们

研发出基于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围棋
程序 ＡｌｐｈａＧｏ，能够在极其复杂的围棋游戏中战胜
专家级 人 类 选 手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ＡｌｐｈａＧｏ 又 以

４ ∶ １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在学术界产生了空

前的影响，这标志着计算机博弈技术取得重大成功，

情和创新精神，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科技精英，在促
科研成果。

３

计算机博弈系统设计
计算机博弈系统是指在特定规则下具有博弈能

力的智能系统。 在设计系统时，需要考虑知识表示、
着法产生、搜索与评估几个方面。

典型的计算机博弈系统的核心架构设计如图 １

是计算机博弈发展史上新的跃迁。

２

赛事与学术交流
由 国 际 机 器 博 弈 协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ＣＧＡ） 组织的国际计算机博弈比
赛（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Ｏｌｙｍｐｉａｄ，ＣＯ） 每年一届，已经有了 ３０

多年的历史。 比赛项目包括中国象棋、六子棋、亚马

所示，可以划分为博弈平台和搜索引擎两大模块。
其中，博弈平台主要负责界面显示、棋规判断、行棋
过程控制、信息传递等 ［３８］ ，在其设计过程中，通常考

虑通用性、易用性、健壮性、艺术性；博弈引擎主要负
责知识学习、开（ 或残） 局库设计 ［２０，４６］ 、棋局评估、博
弈树搜索、着法生成等。

逊棋、围棋等，通过竞赛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
博弈技术的发展。 同时，ＩＣＧＡ 还每年组织学术研讨
会，并出版 ＩＣＧＡ 季刊 ［２７，３０－３２］ 。

从 １９６９ 年开始，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Ｊ⁃

ＣＡＩ） 每两年举行一次，ＩＪＣＡＩ 是人工智能研究人员
最主要国际会议之一。 通过学术交流，发表计算机
博弈的最新研究成果 ［３３－３５］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首次主办中

国计算机博弈锦标赛，至今已举办 １０ 届。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与教育部高等学校计
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全国大学生计
算机博弈 大 赛 暨 全 国 锦 标 赛 ［３６－３７ ］ ， 目 前 已 举 办 ６

届。 这项赛事所设定的各项比赛，涉及计算机博弈

相关的知识库、博弈平台 ［３８］ 、搜索引擎、神经网络、
机器学习与局面评估 ［３９－４０］ 等多种技术，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专家、学者与计算机博弈爱好者参与到计算
机博弈相关研究中，为计算机博弈技术的交流与验

Ｆｉｇ．１

证提供了一个公平、开放的平台。 目前，竞赛项目涵
盖了多种类型的博弈：

１） 按参与人数划分，包括双人博弈 ［４１］ （ 如中国

象棋、围棋） 和多人博弈（ 如二打一扑克 ［４２］ ） ；

２） 按参与人对他人了解程度划分，包括完备信

息博弈 ［４３］ （ 如中国象棋、围棋、六子棋、亚马逊棋、苏
拉卡尔塔棋等） 和非完全信息博弈 ［２４，４４］ （ 如幻影围
棋、军棋、二打一扑克） ；

３） 按参与人之间有无合作划分，包括合作博弈

（ 如桥牌 ［４５］ ） 与非合作博弈（ 如中国象棋） 。

图１

计算机博弈系统典型架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相对整个计算机博弈系统而言，后端搜索引擎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它是决定博弈胜负的关键，
在搜索引擎的开发过程中，除了考虑与博弈平台的
接口外，还要根据各个棋种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搜索
算法和评估函数 ［４７－４８］ 。

４

４．１

博弈树搜索技术
博弈树复杂度
博弈树是由树枝和节点构成单向无环图，如图

２ 所示。 博弈树的节点对应于某一个棋局，其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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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走一步棋；根部对应于开始位置，其叶表示对弈
到此结束。 生成博弈着法的过程，对应博弈树的搜

４．２

· ７９１·

博弈树搜索
以中国象棋、国际跳棋为代表的二人零和完备

索与展开 ［４９］ 。 计算机博弈的过程是双方轮流给出

信息博弈，其搜索理论已经很系统。 其中极大极小

着法，使棋局向着对本方有利的方向发展，直至最后

算法 ［５３］ 是最基本的搜索算法，它奠定了计算机博弈

的胜利。

的理论基础。 以极大极小算法为基础的博弈树搜索
算法，从搜索方向考虑，可以分为深度优先搜索和宽
度优先搜索；从控制策略考虑，可以分为盲目搜索和
启发搜索；从搜索范围考虑，可以分为穷尽搜索、裁
剪搜索。
Ｆｉｇ．２

图２

相对而言，宽度优先搜索、穷尽搜索和盲目搜索

博弈树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

算法时间和空间开销巨大，难以做到很深的搜索。

搜索博弈树的目的就是在假设双方的走法都是
最佳的情况下，找到从根节点到叶子节点的最佳路
径，找出当前的最佳着法。
博弈树中的每个叶节点，都可以用评估函数来

因此，在计算机博弈的实际应用中，很少直接使用此
类算法解决问题。

４．２．１

穷尽搜索

极大极小算法 ［５ ４］ 是典型的穷尽搜索方法，通过

对其优劣进行评分，该值对于博弈双方都是最优的。

它可以找到对于博弈双方都是最优的博弈值，但该

博弈树的子树在搜索完成之后会返回一个博弈值，

算法对博弈树的搜索是一种变性搜索，算法实现相

该值对于该子树是局部最优解，但是对整个博弈树

对麻烦。
负极大值算法在极大极小算法基础上进行了改

来说并不一定是全局最优解。
在计算机博弈研究中，求解过程中计算复杂性是

个难以逾越的难题。 对于 ＮＰ⁃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ＳＰＡＣＥ⁃ｃｏｍ⁃

进，把极小节点值（ 返回给搜索引擎的局面估值） 取
绝对值，这样每次递归都选取最大值。

ｐｌｅｔｅ 及 ＥＸＰ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等难解的问题，不必将大量

４．２．２

种近似解。 国内外学者对计算机博弈的计算复杂

用的主流算法，它包括深度优先的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剪枝

的精力花费在寻找问题的解析解上，而只能去寻求某
［５０－５１］

性

进行研究，证明了国际象棋和西洋跳棋属于

裁剪搜索

裁剪算法也称剪枝算法，是计算机博弈中最常

搜索 ［９］ 和以此为基础改进与增强的算法，如渴望窗

ＥＸＰ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问 题， 围 棋 属 于 ＰＳＰＡＣＥ⁃ｈａｒｄ 问

口搜索（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５５］ 、ＭＴＤ（ ｆ ） （ ｍｅｍｏｒｙ⁃ｅｎ⁃

对于许多棋种而言，一棵完整博弈树的规模非

应用中，合理地交叉使用各种搜索方法，可以具有更

题，中国象棋属于 ＥＸＰ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问题［５２］ 。

常庞大，可以达到相当可观的天文数字，表 １ 中列出
几种知名棋种的复杂度 ［５３］ 。
Ｔａｂｌｅ １

表１

几种知名棋类的复杂度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ｇａｍｅｓ

棋种
国际跳棋（１００ 格）
海克斯 （１１×１１）
国际象棋
中国象棋
亚马逊（１０×１０）
将棋
六子棋
１９ 路围棋

状态空间复杂度
（１０ 为底数）
３０

博弈树复杂度
（１０ 为底数）

５７

５４
９８

４６

１２３

４０

２１２

４８
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５０
２２６
１４０
３６０

显然，把搜索树修整到合理范围内，减少其搜索
空间，能够有效地进行展开和遍历搜索。

ｈａｎｃｅｄ ｔｅｓｔ ｄｒｉ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ｆ ａｎｄ ｎ ） 搜索 ［５６］ 等。 在具体
高的效率 ［５６］ 。

１）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剪枝 ［９，３３］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剪枝是在极大极小算法基础上的改

进算法，是其他剪枝算法的基础。 目前，多数博弈程
序都采用负极大值形式的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搜索算法。 为
保证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搜索算法的效率，需要调整树的结
构，即对搜索节点排序，确保尽早剪枝。
２） 渴望搜索 ［ ５４－５５］

渴望搜索是在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搜索算法基础上，缩

小搜索范围的改进算法。 渴望搜索从一开始就使用
小的窗口，从而在搜索之初，就可以进行大量的剪
枝。 通常，渴望搜索与遍历深化技术结合使用，以提
高搜索性能。

３） ＭＴＤ（ ｆ ） 搜索 ［５６］

ＭＴＤ（ ｆ ） 搜索实际上就是不断应用零窗口的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搜索，缩小上界和下界，并移动初始值使
其接近最优着法。 ＭＴＤ（ ｆ ） 算法简单高效，在国际

·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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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国际跳棋等博弈程序里，ＭＴＤ（ ｆ ） 算法平均
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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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停止。

迭代深化利用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剪枝算法对子节点排

此外，还有各种在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搜索基础上优化

序敏感的特点，使用上次迭代后得到的博弈值，作为

的算法，例如，有学者提出在博弈树同层结点中，用

当前迭代的搜索窗口估值，以此为启发式信息计算

广度优先搜索，接力式空窗探测，平均搜索效率高于

当前迭代的博弈值。 另外，它利用时间控制遍历次

ＭＴＤ（ ｆ ） 搜索

［５７］

４．２．３

［５８］

。 通常，裁剪算法需要与置换表技

术相结合，以减少博弈树的规模，提高搜索效率。
置换表

技术

置换表是一个大的直接访问表，用来存储已经

搜索过结点（ 或者子树） 的结果，下次搜索遇到时直
接运用。 置换表的构造， 一般使用 Ｈａｓｈ 表和 Ｚｏ⁃

数，只要时间一到，搜索立即停止。 在关键的开局和
残局，由于 分 支 较 少， 可 以 进 行 较 深 层 次 的 搜 索。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剪枝经过一系列技术如置换表、历史启
发、迭代深化等增强后，其性能可大幅提高。

４．２．６

最佳优先算法

最佳优先的搜索算法，不受节点排序的影响，其

ｂｒｉｓｔＨａｓｈ 技术来实现。

搜索空间小于深度优先的最小树，理论上应该优于

合理使用置换表，可以提高搜索效率，当博弈树

深度优先。 实际上，最佳优先算法仍处于理论研究

的深度很大时，置换表对内存空间要求巨大。 通常

阶段。 最佳优先算法分为两类：采用极大极小算法

的对策是对置换表分配有限大小，并采用散列方式
管理存取。 具体应用到各个棋种中时，还要根据实
际局面的节点类型，进行处理。

４．２．４

启发式算法

取值的 ＳＳＳ ∗ ［６３－６４］ 算法和 ＤＵＡＬ ∗ 算法，不采用极大
极小方法取值的 Ｂ ∗ ［６５］ 和 ＰＢ ∗ ［６６］ 算法。
１） ＳＳＳ ∗ 和 ＤＵＡＬ ∗ 算法 ［６３－６４］

ＳＳＳ ∗ 和 ＤＵＡＬ ∗ 算 法 都 属 于 状 态 空 间 搜 索

“ 启发” （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是指通过排序让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 Ｓｔ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把极大极小树看成状态图，在

着法。 启发通常有置换表启发、历史启发和杀手启

态图的全局信息表。 这两种算法是两个操作相反的

发等常用的算法。

过程，前者在搜索深度为偶数的极大极小搜索中表

剪枝的搜索树尽可能地接近最小树，优先搜索好的

１） 置换表启发

［５８－５９］

置换表启发是置换表与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剪枝算法相

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象棋等棋种中，通过引进置换
表启发技术来增强搜索效率。
２） 历史启发 ［６０］

不同的分支上展开多条路径，并且维护一个关于状

现较佳，后者则在深度为奇数搜索中较佳。

ＳＳＳ∗ 和 ＤＵＡＬ∗ 算法都过于复杂，难于理解，且时

间和空间开销较大，在计算机博弈中实际应用较少。
２） Ｂ ∗ 和 ＰＢ ∗ 算法 ［６５－６６］

Ｂ∗ 算法用一个乐观值和一个悲观值来评价节点。

历史启发也是迎合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搜索对节点排列

当根节点的一个孩子的悲观值不比所有其他节点的乐

顺序敏感的特点来提高剪枝效率的。 它通过维护着

观值差的时候，Ｂ∗ 算法就结束了。 算法搜索控制的关

法历史，每当遇到好的着法，就给其历史得分一个相

键是尽快找到终止条件。 由于它对局面估值的依赖性

应的增量，使其具有更高的优先被搜索的权利。

太强，估值的可信度将直接影响最终结果。

历史启发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择序标准，它克服
了基于知识择序存在的知识不足的缺点，使得算法
的择序具有很强的动态适应性。
３） 杀手启发 ［６１］

杀手启发可以看作是历史启发的特例。 它把同

层中引发剪枝最多的节点称为杀手，当下次搜索到

ＰＢ ∗ 算法就是基于概率的 Ｂ ∗ 算法，这个算法对

概率的准确估计比较敏感，实现困难。

４．２．７

随机搜索

随机搜索有两种算法：拉斯维加斯算法和蒙特

卡罗算法。 采样越多，前者越有机会找到最优解，后
者则越接近最优解。

同一层时，如果杀手移动是合法的话，就优先搜索杀

通常，要根据问题的约束条件来确定随机算法，

手。 杀手启发可以对着法进行动态重排序，且提高

如果对采样没有限制，但必须给出最优解，则采用拉

了置换表的使用效率。

斯维加斯算法。 反之，如果要求在有限采样内求解，

４．２．５

迭代深化

［６２］

但不要求是最优解，则采用蒙特卡罗算法。

迭代深化也称为遍历深化，是一种常用的蛮力

计算机博弈中，每步着法的运算时间、堆栈空间

搜索机制，经常使用在深度优先搜索中。 迭代深化

都是有限的，且仅要求局部优解，适合采用蒙特卡罗

最初是作为控制时间的机制而提出的，通过对博弈

算法。 由于非完备信息博弈也具有不确定性博弈的

树进行多次遍历，并逐渐提高搜索深度，一直到指定

一些特征，所以蒙特卡罗算法也适用于非完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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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１） 蒙 特 卡 罗 搜 索 （ ＭＣＴＳ，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６７－７０］

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中，蒙特卡罗搜索是一种最

优决策方法，它结合了随机模拟的一般性和树搜索

· ７９３·

面、越准确，获胜的机率就会越高。 但是，博弈有个
很重要的约束条件就是时间。 评估中考虑的问题越
全面细致，则耗费的时间就越多，搜索的深度和速度
必然受到影响。 另外，随着搜索深度加深，信息处理
量也会大幅提升。

的准确性。 由于海量搜索空间、评估棋局和落子行

设计评估函数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在完全信息

为的难度，围棋长期以来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具

博弈中双方的子力、领地、位置、空间、机动性、拍节、

挑战的经典游戏。 近年来，ＭＣＴＳ 在类似计算机围

威胁、形状、图案都可以作为评估参数，非完备信息

棋等完备信息博弈、多人博弈以及其他随机类博弈

博弈中除了己方已知参数外，还要猜测对手的情况，

难题上的成功应用而受到快速 关 注

［７１］

。 理 论 上，

ＭＣＴＳ 可以被用在以｛ 状态，行动｝ 定义并用模拟预
测输出结果的任何领域。

基本的 ＭＣＴＳ 算法根据模拟的输出结果，按照

节点构造博弈树，其过程如图 ３ 所示，包括路径选择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节点扩展（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模拟实验（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反向传播（ 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４ 个步骤。

并通过量化后加权组合而成。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在计算机博弈评估方面做了

大量深入研究 ［７２］ 。 针对不同棋种的特点，学者们提
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评估与优化：通过博弈记
录来评估博弈树搜索 ［７３］ ；针对六子棋应用遗传算法
进行寻优处理，优化机器博弈评估函数 ［４０］ ；在中国

象棋里，把自适应遗传算法引入评估函数中，通过锦
标赛算法对评估函数中的参数组合进行自动调整和
优化 ［１９］ ；根据棋子的数量、移动范围、攻击范围、子
力攻击力、盘面分值和占弧价值等对苏拉卡尔塔棋

Ｆｉｇ．３

图３

局面评估函数进行了研究 ［４０］ ；根据亚马逊棋领地、

构造 ＭＣＴＳ 博弈树的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ＣＴＳ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ＭＣＴＳ 算法 适 用 于 有 较 大 分 支 因 子 的 博 弈 程

序，如 ＡｌｐｈａＧｏ 就是采用 ＭＣＴＳ 算法进行搜索 ［３］ 。
２） ＵＣＴ 算法 ［ １３，２５ ］

ＵＣＴ 算法，即上限置信区间算法，是一种基于

ＭＣＴＳ 发展 的 博 弈 树 搜 索 算 法， 该 算 法 通 过 扩 展

ＵＣＢ（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 到极大极小树搜索，
将 ＭＣＴＳ 方法与 ＵＣＢ 公式结合。

ＵＣＢ 计算方法如公式 １ 所示，在向下遍历博弈

树时，通过选择最大化该值来实现节点的选择。
ＵＣＢ ＝ ｖ ｉ ＋ Ｃ ×

ｌｎ Ｎ
ｎｉ

（１）

数，而 Ｎ 是其父节点已被访问的总次数，Ｃ 是可调参
数。 相对于传统的搜索算法，ＵＣＴ 时间可控，具有
更好的鲁棒性，可以非对称动态扩展博弈树，在超大
规模博弈树的搜索过程中，表现出时间和空间方面
的优势。 目前，ＵＣＴ 在搜索规模较大的完备信息博
弈、复杂的多人博弈、非完备信息博弈以及随机类博
弈项目中，表现出色

５

值，给出一个分阶段的评估函数 ［４７，７４］ 。

提高计算机博弈能力不能单纯依靠加大搜索深

度，还需要将必要的相关博弈知识引入到相应的博
弈搜索中，只有协调搜索算法与评估函数，博弈系统
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６

。

局面评估
在计算机博弈系统中，对博弈局面评估得越全

综合优化技术
计算机博弈中，目前应用较多的综合优化技术

主要有并行计算、遗传算法和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
学习。

６．１

式中： ｖ ｉ 是节点 ｉ 估计的值，ｎ ｉ 是节点 ｉ 被访问的次

［７１］

位置和机动性等特征在不同阶段的重要程度及权重

并行计算
并行计算 ［１４，７５］ 是为了提高计算速度，把博弈树

动态分开，发挥计算机多 ＣＰＵ 强大的并行处理能
力，同时执行多个指令的算法。 它不裁剪和缩小博
弈树的规模，通过提高搜索速度，而进行优化系统。

并行计算有两种体系，单机体系 ＳＭＰ （ Ｓｙｍｍｅｔ⁃

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和分布式体系 Ｃｌｕｓｔｅｒ（ 计算机集
群） ，对应多线程并行和多机并行。 两者最大的区
别是，前者可以共享存储器（ 并且共享同一地址的
存储单元） ，后者则必须通过网络来交换数据。 由
于博弈搜索通常需要用到置换表，所以适合以 ＳＭＰ

的方式多线程并行处理，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的成熟与完善，计算机集群技术将被越来越多地
运用到计算机博弈中。

· ７９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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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

方法来增强传统学习算法的性能，提升计算机博弈

遗传算法 ［１５］ 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技术，它是

水平，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一种非数值、并行、随机优化、搜索启发式的算法，通
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随机化搜索最优解。 它采用概
率化的寻优方法，能自动获取和指导优化的搜索空
间，自适应地调整搜索方向，不需要确定的规则，同
时具有内在的隐并行性和更好的全局寻优能力。
遗传算法是解决搜索问题的一种通用算法，在
计算机博弈中，遗传算法通常被用于搜索、自适应调
整和优化局面评估参数。 它的基本思想是将博弈树
看作遗传操作的种群，博弈树中由根节点到叶子节
点组成的所有子树为种群中的个体。 根据优化目标
设计评估函数，计算种群中每个个体的适应度函数
值，依据适应度函数值的大小确定初始种群，让适应
性强（ 适应度函数值大） 的个体获得较多的交叉、遗
传机会，生成新的子代个体，通过反复迭代，可得到

Ｆｉｇ．４

满意解。
采用遗传算法优化局面估值时，可根据博弈程
序与其他程序对弈的结果，检验某一组参数获胜的
机率。 经过多次试验，通常可以找到较好的估值参
数。 传统的算法一般只能维护一组最优解，遗传算
法可以同时维护多组最优解。 在实践中，遗传算法

图４

ＡｌｐｈａＧｏ 神经网络体系结构原理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ｌｐｈａＧｏ

７

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计算机博弈给人工智能带来了很多重

要的方法和理论，在二人零和完备信息博弈研究方

被引入了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亚马逊等棋搜索与评

面，其知识结构系统层次清晰，已经取得了许多惊人

６．３

究与运用，已经达到新的高度。 在中国象棋、围棋等

估优化中，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１９］ 。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基于多层网络结构的一种机器学习

方法，它逐层提取抽象特征，通过多层非线性传输，
完成复杂的目标函数系统逼近。 深度学习领域典型
的网络模型包括卷积神经网络（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的成果，其中，关于基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技术的研
完全信息的计算机博弈中，尽管状态空间和搜索树
复杂度都较大，但经过大量学习与训练，结合大规模
搜索算法，计算机占尽优势 ［７８］ 。
另一个方面，对于军棋、麻将、桥牌、扑克等非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ＮＮ） 、 深 层 玻 尔 兹 曼 机 （ ｄｅｅｐ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备信息博弈，以及具有模糊性和随机性的不确定性

ｃｏｄｅｒ，ＳＡＥ） 等 ［７ ６ ］ 。

展，但因其相关理论研究还不成熟，相应的程序智力

渐被应用于计算机博弈中 ［３ ，２９ ］ ，人工智能围棋程序

信息和不确定性机器博弈方面，具有高效学习与抽

于拥有两个大脑———落子选择器（ ｍｏｖｅ ｐｉｃｋｅｒ） 和棋

在计算机博弈平台方面的研究投入相对较少，对计

的深度神经网络———策略网络（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和价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计算机博弈技术将融

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ＢＭ） 和堆叠自动编码器（ ｓｔａｃｋｅｄ ａｕｔｏ⁃ｅｎ⁃

近几年，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技术逐

博弈，虽然在基于案例的策略研究方面有了一定进
有限，仍难以战胜人类真正的高手。 因此，在非完备

ＡｌｐｈａＧｏ 是其典型代表 ［３］ 。 ＡｌｐｈａＧｏ 成功的关键在

象思维能力的博弈技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

局评估器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ｏｒ） 。 分别基于两种不同

算机博弈技术的发展也有所制约。

值网络（ ｖａｌｕ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如图 ４ 所示。 前者用于学

入各个领域的应用中，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

习高水平棋手的棋谱，获得如何在盘面落子的棋感；
后者通过机器的增强型学习，获得形势判断的棋感。
这两个棋感通过蒙特卡罗搜索的技术进行验证，使
ＡｌｐｈａＧｏ 实现了技术突破。

尽管深度学习技术在围棋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功，但在拓展应用方面，如何合理利用深度学习

１） 计算机博弈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拓宽，处理的

问题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信息量将越来越大。 为解
决某类特定问题，技术方法将集成化，计算机博弈技
术将与并行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相关技术结合。

２） 计算机博弈软件与硬件的结合越来越密切，

固化博弈系统的智能硬件产品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人们的生活中，典型的应用包括：有博弈思维能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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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５·

器人、智能决策控制系统的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

［６］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Ｃ 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ｃｈｅｓｓ

越来越紧密地应用经济、生活、军事等领域，注重实

［ ７］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 ＡＲＢＵＣＫＬＥ Ｔ， ＤＥ Ｖ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Ｍ， ｅｔ ａｌ．

３） 计算机博弈技术将与其他学科进一步融合，

际工程应用，解决实际问题。 在虚拟现实仿真方面，

［ Ｊ］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１９５０， ４１（３１４） ： ２５６２２７５．

Ａ ｃｈｅｓ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ＢＭ ７０４［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特别是游戏与教育方面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６ － ８， １９５８，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

过与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类脑思维等人工智能

ＡＣＭ， １９５８： １５７－１５９．

４） 计算机博弈技术将呈现高度智能化趋势，通

技术进一步融合，类似基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智
能技术将大量涌现，使得计算机博弈程序的类脑智
能越来越高。

５） 合理拓展现有的博弈技术，深入研究更加智

能的普适算法，构建一个通用的计算机博弈系统，也
将成为未来计算机博弈研究的重点。

８

结束语

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ＵＳＡ：
［８］ ＳＡＭＵＥＬ Ａ Ｌ．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ｅｒｓ． ＩＩ：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Ｊ］ ． ＩＢ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６７， １１（６） ： ６０１－６１７．

［９］ ＦＵＬＬＥＲ Ｓ Ｈ， ＧＡＳＣＨＮＩＧ Ｊ Ｇ， ＧＩＬＬＯＧＬＹ Ｊ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Ｒ］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ｅｌｌ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７３．

［１０］ ＫＯＲＦ Ｒ Ｅ． Ｄｅｐｔｈ⁃ｆｉｒｓｔ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ｄ⁃

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８５， ２７
（１） ： ９７－１０９．

伴随着人工智能科学发展的 ６０ 周年，计算机博

［１１］ ＲＯＩＺＥＮ Ｉ， ＰＥＡＲＬ Ｊ．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ｌ⁃

各种形式的竞赛，极大地促进了学术交流，检验了新

［１２］ ＲＵＭＥＬＨＡＲＴ Ｄ Ｅ， 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Ｊ．

弈也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飞跃 ４ 个阶段。 依托
技术，推动了博弈的研究与发展。 当前完备信息博
弈技术相对比较成熟，非完备信息博弈和随机类博

ｐｈａ⁃ｂｅｔａ？ Ｙｅｓ ａｎｄ Ｎｏ ［ Ｊ］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８３，

２１（１ ／ ２） ： １９９－２２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ｂ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８６， ３２３（６０８８） ： ５３３－５３６．

弈技术还需进一步发展。 深度学习算法在 ＡｌｐｈａＧｏ

［１３ ］ ＧＥＬＬＹ Ｓ， ＳＩＬＶＥＲ 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关注，调动了更多的专家学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ＳＡ：

围棋计算机博弈中的成功应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
者开展深入研究的积极性。 尽管在计算机博弈领域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工作还需要向更广
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但是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增
加以及计算机博弈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将
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计算机博弈是一个颇
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１］ 徐心和， 邓志立， 王骄， 等． 机器博弈研究面临的各种
挑战［ Ｊ］ ． 智能系统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４） ： ２８８－２９３．

ＸＵ Ｘｉｎｈｅ， ＤＥＮＧ Ｚｈｉｌ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ｉｓ⁃

ｓｕ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８， ３（４） ： ２８８－２９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ＵＣＴ［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ＡＣＭ， ２００７： ２７３－２８０．

［１４］ 李之棠， 陈华民． 博弈树并行搜索算法［ Ｊ］ ． 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 １９９８， １９（１０） ： ５３－５６．

ＬＩ Ｚｈｉｔ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ｍ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ａｍｅ⁃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Ｍｉｎｉ⁃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９８， １９（１０） ： ５３－５６．

［１５］ ＤＡＶＩＤ⁃ＴＡＢＩＢＩ Ｏ， ＫＯＰＰＥＬ Ｍ，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Ｎ Ｓ． Ｇｅ⁃

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ｎｉｎｇ ［ Ｊ ］ ． ＩＣ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３３（２） ： ６７－７９．

［１６］ ＨＩＮＴＯＮ Ｇ Ｅ， ＳＡＬＡＫＨＵＴＤＩＮＯＶ Ｒ 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３１３（５７８６） ： ５０４－５０７．

［ １７］ ＷＵ Ｉ Ｃ， ＣＨＡＮＧ Ｈ Ｃ． Ｔｈｒｅａｔ⁃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ｏｆ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Ｃｏｎ⁃
ｎｅｃｔ ６［ Ｒ］ ．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ａｏ Ｔｕ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２００６．

［２］ 徐心和． 计算机博弈———对于人类思维的挑战［ Ｊ］ ． 中国

［１８］ 徐心和， 王骄． 中国象棋计算机博弈关键技术分析［ Ｊ］ ．

［３］ ＳＩＬＶＥＲ Ｄ， ＨＵＡＮＧ Ａｊｉａ，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Ｃ Ｊ， 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ｔｅ⁃

ＸＵ Ｘｉｎｈｅ，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

科技博览， ２００９（３４） ： １９４－１９５．

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Ｇｏ ｗｉｔｈ ｄｅｅ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６， ５２９（７５８７） ： ４８４－４８９．

［４］ ＢＥＮＣＨ⁃ＣＡＰＯＮ Ｔ Ｊ Ｍ， ＤＵＮＮＥ Ｐ 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Ｊ ］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１７１
（１０ ／ １５） ： ６１９－６４１．

［５］ ＰＥＮＮＩＳＩ 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３１８（５８５８） ：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２００６， ２７（６） ： ９６１－９６９．

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Ｊ］ ． Ｍｉｎｉ⁃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

２７（６） ： ９６１－９６９．

［１９］ 王骄， 王涛， 罗艳红， 等． 中国象棋计算机博弈系统评
估函数的自适应遗传算法实现［ Ｊ］ ． 东北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２００５， ２６（１０） ： ９４９－９５２．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ＬＵＯ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

· ７９６·

智

能

系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２６ （ １０） ：

９４９－９５２．

［２０］ 魏钦刚， 王骄， 徐心和， 等． 中国象棋计算机博弈开局
库研究与设计［ Ｊ］ ． 智能系统学报， ２００７， ２（ １） ： ８５ －
８９．

ＷＥＩ Ｑｉｎｇ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ＸＵ Ｘｉｎｈｅ，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 Ｊ ］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７， ２（１） ： ８５
－８９．

［２１］ 徐长明， 南晓斐， 王骄， 等． 中国象棋机器博弈的时间

统

学

第 １１ 卷

报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ｏｌ １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１５３－１６０．

［３０］ ＣＯＵＬＯＭ 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Ｅｌｏ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ｏ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ｇｏ ［ Ｊ］ ． ＩＣ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３０ （ ４） ： １９８ －
２０８．

［ ３１］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Ｄ 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ｈｅｓｓ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ｌａｙ［ Ｊ］ ． ＩＣ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３５（１） ： ３－
１９．

［３２］ ＮＩＪＳＳＥＮ Ｊ Ａ Ｍ， ＷＩＮＡＮＤＳ Ｍ Ｈ Ｍ．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ｙｅｒ ｇａｍｅｓ１［ Ｊ］ ． ＩＣ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３， ３６（１） ： ３－
２１．

自适应分配策略研究［ Ｊ］ ． 智能系统学报， ２００６， １（２） ：

［３３］ ＬＥＩＦＫＥＲ Ｄ Ｂ， ＫＡＮＡＬ Ｌ Ｎ．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ＳＳ ∗ ／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ＸＵ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ＮＡＮ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ｄａｐ⁃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３９－４３．

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Ｊ］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

１（２） ： ３９－４３．

［２２］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ｎｇ， ＤＯＵ Ｑ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ｇａｍ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ＧＯ［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７， １４ （ １ ） ：

１００－１０５．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ＵＳＡ： ＡＣＭ， １９８５， ２：

１０４４－１０４６．

［３４］ ＰＬＡＡＴ Ａ，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Ｊ， ＰＩＪＬＳ Ｗ， ｅｔ ａｌ．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

ｆｉｘｅｄ⁃ｄｅｐｔｈ ｇａｍｅ⁃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ＵＳＡ： ＡＣＭ， １９９５， １：

２７３－２７９．

［２３］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ｎｇ， ＤＯＵ Ｑｉｎｇ， ＬＩ Ｗｅｎ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３５］ ＢＵＲＮＳ Ｅ， ＬＥＭＯＮＳ Ｓ， ＺＨＯＵ 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Ｏ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 １５（１） ： ６１－６７．

［２４］ 马骁， 王轩， 王晓龙． 一类非完备信息博弈的信息模型
［ Ｊ］ ．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２０１０， ４７（１２） ： ２１００－２１０９．

ＭＡ Ｘｉａｏ， ＷＡＮＧ Ｘ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 Ｊ］ ．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ｃｏ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 ＵＳＡ： ＡＣＭ， ２００９： ４４９ －
４５５．

［３６］ 王骄， 徐心和． 计算机博弈： 人工智能的前沿领域———

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博 弈 大 赛 ［ Ｊ］ ． 计 算 机 教 育， ２０１２
（７） ： １４－１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４７

［３７］ 邱虹坤． 全国计算机博弈大赛网站［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０４

［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ｊｉａ， ＷＡＮＧ Ｘｕａｎ， ＬＩＮ 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ＵＣＴ ａｌｇｏ⁃

［３８］ 张利群． 实现苏拉卡尔塔棋网络博弈平台的吃子算法

ｇａｍｅ［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１ｔｈ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ｑｕｎ．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ｂｏｕｔ

（１２） ： ２１００－２１０９．

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ｙｅ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ｈ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１－９．

［２６］ ＷＡＮＧ Ｘ， ＸＵ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ＭＡ Ｘ． ＴＤ （ Λ）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 ． Ｊａ⁃
ｐａｎ： ＷＣＣＧＣ， ２００７．

［２７］ ＸＩＡ Ｚｈｅｎｇｙｏｕ， ＺＨＵ Ｙｏｎｇｐｉｎｇ， ＬＵ Ｈｕｉ．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ｏｐｙ

ｂｅｌｉｅｆ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ｇｕｏ ［ Ｊ］ ． ＩＣ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 ３０
（４） ： ２０９－２２０．

［２８］ ＸＩＡ Ｚｈｅｎｇｙｏｕ， ＺＨＵ Ｙｏｎｇｐｉｎｇ， ＬＵ Ｈｕｉ．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ｉｇｕｏ ｇａ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ｗｏ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ｕｚｚ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６： １３２２－１３３１．

［２９］ ＢＥＮＧＩＯ Ｙ， ＬＡＭＢＬＩＮ Ｐ， ＰＯＰＯＶＩＣＩ Ｄ，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ｅｄｙ

ｌａｙｅｒ⁃ｗ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ｅ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Ｍ ］ ／ ／ ＳＣＨÖＬＫＯＰＦ
Ｂ， ＰＬＡＴＴ Ｊ， ＨＯＦＭＡＮＮ 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

－２２］ ．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ａｉｇａｍｅｓ．ｎｅｔ．

［ Ｊ］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１６， ５２（７） ： ６２－６６．

Ｓｕｒａｋａｒｔａ ｃｈ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ｔｔｌ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 Ｊ ］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６， ５２
（７） ： ６２－６６．

［３９］ 张小川， 陈光年， 张世强， 等． 六子棋博弈的评估函数

［ Ｊ］ ．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０， ２４（ ２） ：

６４－６８．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ｃｈｕａｎ，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ｎ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６［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２４（２） ： ６４－６８．

［４０］ 李淑琴， 李静波， 韩裕华， 等． 苏拉卡尔塔博弈系统中

评估函数的研究［ Ｊ］ ．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２７（６） ： ４２－４５， ６１．

ＬＩ Ｓｈｕｑｉｎ， ＬＩ Ｊｉｎｇｂｏ， ＨＡＮ Ｙｕ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ａｋａｒｔａ ｇａ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

第６期

· ７９７·

王亚杰，等：计算机博弈的研究与发展

ｊ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２７（６） ： ４２－４５， ６１．

［４１］ ＴＡＮＧ Ｐ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ＬＩＮ Ｆａｎｇｚｈｅ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ｍｓ ｉｎ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ｗｏ⁃ｐｅｒｓｏｎ ｇａ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ｕｒｅ Ｎａｓｈ ｅ⁃

２０１５， ３８（１） ： ４７－５３．

［５３］ 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ＥＲＩＫ Ｈ Ｊ， ＵＩＴＥＲＷＩＪＫ Ｊ Ｗ Ｈ Ｍ， ＶＡＮ ＲＩ⁃
ＪＳＷＩＪＣＫ Ｊ． Ｇａｍｅｓ ｓｏｌｖｅｄ： ｎｏｗ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Ｊ］ ． 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１３４（１ ／ ２） ： ２７７－３１１．

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ａｙｏｆｆｓ ［ Ｊ］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１７５

［ ５４］ ＫＡＩＮＤＬ Ｈ， ＳＨＡＭＳ Ｒ， ＨＯＲＡＣＥＫ Ｈ． Ｍｉｎｉｍａｘ ｓｅａｒｃｈ

［４２］ ＲＵＢＩＮ Ｊ， ＷＡＴＳＯＮ Ｉ．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４ ／ １５） ：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ｐｏｋｅｒ［ Ｊ］ ． Ａ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２５（１） ： １９－４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Ｊ］ ． ＩＥＥＥ

１９９１， １３（１２） ： １２２５－１２３５．

［ ４３ ］ ＦＬＥＳＣＨ Ｊ， ＫＵＩＰＥＲＳ Ｊ， ＳＣＨＯＥＮＭＡＫＥＲＳ Ｇ， ｅｔ ａｌ．

［５５ ］ ＬＵ Ｈｕｉ， ＸＩＡ Ｚｈｅｎｇｙｏｕ． ＡＷＴ：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２２８（１） ： ２０１－２０７．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ｅ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ｕｂｇａｍ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ｓ［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４４］ ＧＩＬＰＩＮ Ａ， ＳＡＮＤＨＯＬＭ Ｔ． Ｌｏｓｓｌｅｓ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Ｓｉｇｕｏ［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ｔｈ 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８： ２６４－２７４．

ｆｅ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２００７， ５４

［５６］ 邹竞． 基于 ＭＴＤ（ ｆ） 的中国象棋人机博弈算法的设计与

［４５］ 何大华， 陈传波． 关于桥牌的取胜策略［ Ｊ］ ． 华中科技

ＺＯＵ 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５） ： ２５．

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４， ３２（７） ： １３－１５．

ＨＥ Ｄａ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ｂ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ｇａｍ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３２（７） ： １３－
１５．

［４６］ ＣＨＥＮ Ｂｏｎｉａｎ， ＬＩＵ Ｐａｎｇｆｅｎｇ， ＨＳＵ Ｓ Ｃ， ｅｔ 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
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ｎｄｇａｍ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Ｊ］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３４： ３４－４２．

［４７］ 郭琴琴， 李淑琴， 包华． 亚马逊棋机器博弈系统中评估

函数的研究［ Ｊ］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１２， ４８（ ３４） ：

５０－５４．

ＧＵＯ Ｑｉｎｑｉｎ， ＬＩ Ｓｈｕｑｉｎ， ＢＡＯ Ｈｕ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ｏｆ Ａｍａｚｏｎ［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４８（３４） ： ５０－５４．

［４８］ ＳＣＨＡＤＤ Ｍ Ｐ Ｄ， ＷＩＮＡＮＤＳ Ｍ Ｈ Ｍ． Ｂｅｓｔ ｒｅｐｌｙ ｓｅａｒｃｈ

优化［ Ｊ］ ． 计算机与数字工程， ２００８， ３６（９） ： ３８－４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ＴＤ （ ｆ）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３６（９） ： ３８－４３．

［５７］ 张明亮， 李凡长． 一种新的博弈树搜索方法［ Ｊ］ ． 山东
大学学报： 工学版， ２００９， ３９（６） ：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Ｆａｎｚｈａｎｇ． Ａ ｎｅｗ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３９（６） ： １－８．

［５８］ 焦尚彬， 刘丁． 博弈树置换表启发式算法研究［ Ｊ］ ． 计
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１０， ４６（６） ： ４２－４５．

ＪＩＡＯ Ｓｈａｎｇｂｉｎ， ＬＩＵ 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４６（６） ： ４２－４５．

［５９］ ＤＯＮＫＥＲＳ Ｈ Ｈ Ｌ Ｍ， ＵＩＴＥＲＷＩＪＫ Ｊ Ｗ Ｈ Ｍ， 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ＥＲＩＫ Ｈ Ｊ．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ｏｐｐｏｎ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１， １３５（３ ／ ４） ： １２３－１４９．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ｙｅｒ ｇａｍｅｓ［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

［ ６０ ］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Ｊ．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

［４９］ 李学俊， 王小龙， 吴蕾， 等． 六子棋中基于局部“ 路” 扫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 １１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 ｉｎ ｇａｍｅｓ， ２０１１， ３（１） ： ５７－６６．

描方式的博弈树生成算法［ Ｊ］ ． 智能系统学报， ２０１５，

１０（２） ： ２６７－２７２．

ＬＩ Ｘｕｅｊｕ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ＷＵ Ｌｅｉ， ｅｔ ａｌ．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ｒｏａｄ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 ６ ［ Ｊ ］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２０１５， １０（２） ： ２６７－２７２．

［５０］ ＥＴＥＳＳＡＭＩ Ｋ， ＬＯＣＨＢＩＨＬＥＲ Ａ．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０８， ３７（１） ： ９３－１１３．

［５１］ 高强， 徐心和． 时间复杂性和空间复杂性研究［ Ｊ］ ． 智
能系统学报， ２０１４， ９（５） ： ５２９－５３５．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１） ： １２０３－１２１２．

［ ６１］ ＳＡＫＵＴＡ Ｍ，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Ｔ， ＮＡＧＡＳＨＩＭＡ Ｊ， ｅｔ ａｌ．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ｅｒ⁃ｔｒｅｅ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ｍｂｄａ⁃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５４（３ ／ ４） ： １４１－１５５．

［６２］ ＲＥＩＮＥＦＥＬＤ Ａ， ＭＡＲＳＬＡＮＤ Ｔ Ａ．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９４， １６（７） ： ７０１－７１０．

［６３］ ＭＡＲＳＬＡＮＤ Ｔ Ａ， ＲＥＩＮＥＦＥＬＤ Ａ，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Ｊ． Ｌｏｗ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ＳＳＳ ［ Ｊ ］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８７， ３１（２） ： １８５－１９９．

ＧＡＯ Ｑｉａｎｇ， ＸＵ Ｘｉｎ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６４］ ＰＬＡＡＴ Ａ，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Ｊ， ＰＩＪＬＳ Ｗ， ｅｔ ａｌ． ＳＳＳ ∗ ＝ ａｌ⁃

ｔｅｍｓ， ２０１４， ９（５） ： ５２９－５３５．

［６５］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Ｈ． Ｔｈｅ Ｂ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Ｊ］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

［５２］ ＧＡＯ Ｑｉａｎｇ， ＸＵ Ｘｉｎ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ｎ ｘ 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ｓｓ ［ Ｊ ］ ． ＩＣＧ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ｈａ⁃ｂｅｔａ ＋ ＴＴ［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８（１） ： ２５．
∗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 ｂｅｓｔ⁃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Ｊ］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７９， １２（ １） ：

２３－４０．

· ７９８·

智

［６６］ 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Ｈ Ｊ，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 Ｃ． Ｂ

∗

能

系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８６（１） ： ９７－１５６．

［６７］ ＬＯＲＥＮＴＺ Ｒ． Ｕｓ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６４４：

１０６－１１３．

［６８］ ＧＵＥＺ Ａ， ＳＩＬＶＥＲ Ｄ， ＤＡＹＡＮ Ｐ． 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ａｙｅｓ⁃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４８（１） ： ８４１－８８３．

［６９］ ＢＲＯＷＮＥ Ｃ Ｂ， ＰＯＷＬＥＹ Ｅ，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Ｄ， ｅｔ ａｌ．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 ｉｎ ｇａｍｅｓ，

２０１２， ４（１） ： １－４３．

［ ７０ ］ ＢＡＩＥＲ Ｈ， ＷＩＮＡＮＤＳ Ｍ Ｈ Ｍ． Ｔｉ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 ｉｎ ｇａｍｅｓ， ２０１６， ８（３） ： ３０１－
３１４．

［７１］ ＲＡＩＫＯ Ｔ， ＰＥＬＴＯＮＥＮ Ｊ．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ＣＴ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ｓ ｏｆ Ｈｅｘ， Ｙ，

∗

Ｓｔ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ｎｋｕｌａ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Ａ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ｐｏｏ，

统

学

第 １１ 卷

报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ｗｅｉ， ＬＩＵ Ｙｕａｎ， ＬＵＯ Ｘｉｏｎｇｌ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Ｊ］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４， ３１（７） ：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 １９４２．

［７７］ ＸＩＥ Ｆａｎ，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Ｍ］ ／ ／ ＢＬＵＭ Ｃ， ＢＡＴＴＩＴＩ 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Ｎｏｔ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０：

２２８－２３１．

［７８］ 张小川， 唐艳， 梁宁宁． 采用时间差分算法的九路围棋
机器博弈系统［ Ｊ］ ． 智能系统学报， ２０１２， ７（ ３） ： ２７８－
２８２．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ｃｈｕａｎ， ＴＡＮＧ Ｙ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Ｎｉｎｇｎｉｎｇ． Ａ ９×９
ｇ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 ］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７ （ ３ ） ：

２７８－２８２．

作者简介：

王亚杰，女，１９６８ 年生，教授，博士，

Ｆｉｎｌａｎｄ， ２００８．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工

研究［ Ｊ］ ． 计算机工程， ２０１２， ３８（１１） ： １６３－１６６．

主要研究方向为机器博弈、模式识别、

［７２］ 吕艳辉， 宫瑞敏． 计算机博弈中估值算法与博弈训练的
ＬＶ Ｙａｎｈｕｉ， ＧＯＮＧ Ｒｕｉｍ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ｇａｍ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８（１１） ： １６３－１６６．

［７３］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Ｓ， ＫＡＮＥＫＯ Ｔ，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智能学 会 机 器 博 弈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图像融合，发表学术论文 ６０ 余篇，主持
和参与课题 ２０ 余项。．

邱虹坤，男，１９７１ 年生，讲师，主要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ｙ ｇａｍ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 Ｊ］ ． ＩＥＥＥ

研究方向为机器博弈、智能机器人与飞

ｇａｍｅｓ， ２０１０， ２（４） ： ２８８－３０２．

博弈大赛中多次获得亚马逊棋冠军，发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Ｉ ｉｎ
［７４］ ＬＩＥＢＥＲＵＭ Ｊ．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ｏｆ ａｍａ⁃

ｚｏｎｓ［ Ｊ］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３４９ （ ２） ：

行器综合设计，指导学生在全国计算机
表学术论文 ２０ 余篇。

２３０－２４４．

［７５］ ＭＡＲＳＬＡＮＤ Ｔ Ａ，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Ｍ．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ｇａｍｅ ｔｒｅｅｓ［ Ｊ］ ． ＡＣＭ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ｓ，

吴燕燕，女，１９８９ 年生，硕士，主要

１９８２， １４（４） ： ５３３－５５１．

研究方向为图像融合、图像处理方面的

应用研究， ２０１４， ３１（７） ： １９２１－１９３０， １９４２．

课题 ５ 项。

［７６］ 刘建伟， 刘媛， 罗雄麟． 深度学习研究进展［ Ｊ］ ． 计算机

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５ 篇，主持或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