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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强化学习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并已在控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 自主水下机器人
(AUV) 能完成复杂多样的水下任务, 是海洋探索开发任务中的关键设备, 强化学习技术的发展为 AUV
的智能化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着眼于强化学习与 AUV 控制的交叉领域, 重点介绍了强化学习
在镇定控制和跟踪控制等底层控制任务方面的应用. 为此, 我们首先对强化学习框架进行了简要介绍,
并在其后对强化学习在 AUV 控制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最新的进展进行了概述. 最后, 我们详细介绍
了两种针对 AUV 的无模型强化学习控制方法, 希望能够为此类控制器的设计和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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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57 年科学家为了探索北极水域开始研发自主水下机器人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 以来, AUV 的研发便备受重视, 其性能也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给海洋研究领域带
来了一场革命. 确保水下运动可控是水下机器人顺利执行水下任务的基本前提, 近年来, 随着自主运
动控制的发展, AUV 已被成功用于场源搜索 [1] 、管道检修 [2] 、海底测绘 [3] 等各种复杂的水下任务中.
基于强化学习的控制器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最大化给定任务中获得的累计奖励, 并能实现最优意义
下的自主控制 [4] . 强化学习具有的面向未来、考虑长远收益的特性, 已经助其在控制领域取得了不少
成果. 在无人机控制领域, 多位研究者 [5∼7] 分别利用强化学习方法训练出了能胜过传统控制器或训练
有素的飞行员的控制器. Abbeel 等 [8] 通过结合学徒式学习策略, 成功获得能执行任意高难度飞行特
技的控制器. 在无人驾驶领域, Hester 等 [9] 在实际车辆上进行实时强化学习, 通过控制油门和刹车控
制车速, 实验中控制器仅需经过 3 min 的学习便能使车速稳定在设定速度. Kendall 等 [10] 同样在实际
车辆上展开实验, 并实现了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 通过搭配车载电脑实时训练, 控制器从零开始学习,
在 30 min 内即获得了跟随道路自动行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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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体 – 环境交互
Figure 1

The agent-environment interaction

强化学习在这些领域的成功暗示了其在控制 AUV 方面的潜力. 然而, 水下环境远比空中和陆地
环境更加复杂, 一方面, 水下环境中光的散射吸收, 高频信号的迅速衰减等特性导致水下环境难以探
测, 机器人之间难以通信, 水下控制问题的建模形式与水上控制问题相比具有较大差异; 另一方面, 水
体的密度远大于空气, 而与机器人密度较为接近, 导致 AUV 的动力学更为复杂, 基于模型的算法难以
直接应用, 无模型算法也更难收敛; 另外, 水下实验成本较高, 因此对于算法的安全性, 采样效率有更
高的要求, 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控制问题的难度. 本文简述了 AUV 底层控制任务中强化学习方法的
应用进展, 希望能对此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 本文的后续章节安排如下: 第 2 节简要介绍了强化学习
和基本算法; 第 3 节讨论了应用强化学习方法控制 AUV 面临的挑战; 第 4 节介绍了此领域的研究进
展; 第 5 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两个不同的水下任务及其对应的基于强化学习的控制器, 以更好地说明
这种控制器的优势; 第 6 节讨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最后一节对本文进行了总结.

2

强化学习介绍

本节简单介绍了强化学习中的基础概念和经典算法. 由于水下环境具有不确定性, 本节主要考虑
无模型的算法.
2.1

Markov 决策过程

本小节的内容主要基于 Sutton 在文献 [11] 中的介绍. 强化学习旨在解决基于 Markov 决策过程
的问题, 该类问题由 4 个基本元素组成: 状态集合 S (以及起始状态分布 ρ0 ), 动作集合 A, 奖励函数
r(s, a) 和转移概率函数 p(s′ , r|s, a). 其中, 状态的转移具有 Markov 性, 即下一个状态的生成只与当前
的状态和动作有关, 而与历史数据无关.
智能体能通过强化学习方法, 从与环境的交互中掌握环境状态与控制输出之间的关系, 从而优
化其控制性能. 这使得强化学习方法能应对传统动态规划方法 [12] 不适用的情况, 即转移概率函数 p
未知的情况. 在每一次交互时, 智能体会观察其所处的状态并根据此观测选择一个动作. 接着, 环境
会根据当前的状态和刚选择的动作改变, 并生成一个全新的状态, 同时产生一个奖励信号表示对此
次动作的评价. 图 1 描绘了这种智能体 – 环境交互过程, 该循环会生成一系列状态、动作和奖励:
∑∞
τ = (s0 , a0 , r1 , s1 , a1 , r2 , . . .). 智能体的最终目标是最大化获得的回报 R(τ ) = t=0 γ t rt , 即在循环中获
得的累计奖励, 其中 γ ∈ (0, 1] 是用于降低未来奖励的权重的折扣因子.
2.2

基于价值函数的强化学习方法
智能体遵循的选择动作的规则称为策略, 一般用 π 表示. 从某一状态 s 开始采用固定策略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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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未来回报的期望称为 s 的价值. 对于 Markov 决策过程, 将状态价值函数和状态 – 动作价值函
数定义如下:
V π (s) = Eτ ∼π [R(τ )|s0 = s] ,

(1)

Q (s, a) = Eτ ∼π [R(τ )|s0 = s, a0 = a] ,

(2)

π

其中 τ 表示一条轨迹, s0 , a0 分别为其初始状态和初始动作. 若一个策略能使在各种状态下获得的未
来回报的期望最大化, 我们称之为最优策略, 一种构造最优策略的方法即选择能够使状态 – 动作价值
函数 Qπ (s, a) 最大化的动作. 如果一个价值函数对应的策略为最优策略, 我们称之为最优价值函数, 可
以表示为
V ∗ (s) = max Eτ ∼π [R(τ )|s0 = s] ,

(3)

Q∗ (s, a) = max Eτ ∼π [R(τ )|s0 = s, a0 = a] .

(4)

π

π

价值函数能够衡量某个状态或状态 – 动作对的优劣, 在最优策略的搜索中起引导作用, 因此在强化学
习算法设计中十分重要. 用于估计价值函数的方法一般从 Bellman 方程导出:
V π (s) = Es′ ∼P,a∼π [r(s, a) + γV π (s′ )] ,

(5)

Qπ (s, a) = Es′ ∼P [r(s, a) + γEa′ ∼π [Qπ (s′ , a′ )]] ,

(6)

∗

∗

′

V (s) = max Es′ ∼P [r(s, a) + γV (s )] ,
a
[
]
∗
∗
′ ′
Q (s, a) = Es′ ∼P r(s, a) + γ max
Q
(s
,
a
)
,
′
a

(7)
(8)

其中 P 表示状态转化概率 p (s′ , r|s, a). 大多数无模型强化学习方法可以抽象为策略评估和策略改进
的迭代, 策略评估时对当前策略对应的价值函数进行估计, 策略改进时根据估计出的价值函数改进策
略. 这种迭代过程会在策略与价值函数相对应时稳定, 此时即满足最优价值和最优策略的 Bellman 方
程. 这种思路被称为广义策略迭代 (GPI).
Bellman 方程的自洽性说明价值函数能够使用自举方法估计, 在基于价值函数的强化学习方法中,
时序差分 (TD) 算法便是一类继承该思想的常用算法. TD 算法通过最小化 TD 误差 δ 更新对价值函
数的估计:
Qπ (st , at ) ← Qπ (st , at ) + αδ,

(9)

其中 α 表示学习率, δ = Y − Qπ (st , at ) 为目标价值 Y 以及其估计价值之间的误差. 在不同算法中,
目标价值的取值不同, 如在线策略 SARSA 中采用 Y = rt + γQπ (st+1 , at+1 ), 而离线策略 Q 学习采用
Y = rt + γ maxa Qπ (st+1 , a). 在线策略指采样时用的策略与正在更新的策略一致, 而离线策略则会使
用不同的策略与环境交互.
除了自举之外, 在回合式任务中还可以采用 Monte Carlo (MC) 方法更新价值函数的估计. 在这类
方法中, 通过对已获得的回报取平均以估计价值函数. MC 类方法和 TD 类方法可以通过采取多步自
举统一, 从而结合两种方法的优点, 使算法的性能得到提升, 但同时也加大了计算量.
2.3

基于策略的强化学习方法

基于价值的算法最大的缺陷在于需要对价值函数进行最大化操作, 寻找能产生最大价值的动作,
因此其难以处理具有连续动作空间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将策略参数化, 即采用 πθ . 这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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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策略与之前的贪婪策略相比, 在处理输入信息不完整的情况时更具有优势. 此外, 若是利用神经网
络作为非线性函数逼近器, 这类方法还能够处理高维的输入. 这类策略的性能函数 J (πθ ) 可以定义为
累计折扣奖励或是平均奖励的期望, 如:
J (πθ ) = V πθ (s0 ).

(10)

通过采用梯度下降法更新策略的参数可以优化性能
θk+1 = θk + α∇θ J (πθk ) .

(11)

Sutton 提出的策略梯度定理 [13] 为这类算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θ J (πθ ) = Es∼ρπ ,a∼πθ [∇θ log πθ (a|s)Qπ (s, a)] ,

(12)

其中 ρπ 表示状态分布. 该式表明性能函数相对策略参数的梯度与策略改变导致的状态分布改变无关,
即只要保证期望无偏, 该梯度就可以通过采样的方式估计. REINFORCE 是该思想的一种 Monte Carlo
实现, 通过对回报采样估计动作 – 价值函数 [14] .
另一类常用的算法是动作 – 评价 (actor-critic) 类方法. 这类方法取价值函数作为 critic 辅助策略
参数的更新, 而 actor 指用来更新策略的部分, actor 在计算梯度更新策略时会借助 critic 估计的价值
函数 Qω (s, a). 在一定约束下, 采用这样的近似值并不会导致偏差 [13] :
∇θ J (πθ ) = Es∼ρπ ,a∼πθ [∇θ log πθ (a|s)Qω (s, a)] .

(13)

当随机策略的方差变为零时, 随机策略会退化为确定性策略. Silver 等 [15] 开创了一类使用确定
性策略的新的策略梯度方法, 他们证明了当方差趋于零时, 随机策略的梯度收敛到如下形式的确定性
梯度:
[
]
∇θ J (µθ ) = Es∼ρµ ∇θ µθ (s)∇a Qµ (s, a)|a=µθ (s) .
(14)
这种方法可以理解为通过参数化的策略近似价值函数的最大化操作:
max Q(s, a) ≈ Q(s, µ(s)).
a

(15)

确定性策略梯度 (DPG) 方法无需在动作空间采样积分, 因此在处理具有高维动作空间的问题时具有
较大优势, 从该算法中衍生出的其他算法也表现不俗 [16, 17] .
策略梯度方法一般在参数空间中度量策略之间的距离, 而在概率流形中度量距离能够更好地确保
每一步更新的效果. 研究者基于该思想提出了自然策略梯度方法 [18] , 该类方法通过采用不同的替代目
标函数优化策略 [19, 20] .
2.4

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

无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能直接从交互中学习, 而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则需要利用到环境模型, 即
状态转移概率 p (s′ , r|s, a). 该模型的准确程度对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的性能好坏能造成决定性
的影响. 一般来说, 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即模型的获取方式以及模型的利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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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雅筑等: 强化学习方法在自主水下机器人控制任务中的应用

Surge

Pitch

Sway

Roll
Yaw
Heave

图 2 (网络版彩图) AUV 的 6 个自由度
Figure 2

(Color online) The six DOFs of the AUV

在一些简单的任务中, 可以基于先验知识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 对于其他情况, 可以通过与环境的
交互学习模型. 若已知模型的形式, 可以通过线性回归等方法推断未知参数, 否则可以通过 Gauss 过
程 (GP) 估计转移函数的分布 [21] . 在建立环境模型之后, 可以通过诸如动态规划、启发式搜索、穷举
搜索等方法模拟接下来的情况甚至所有可能遭遇的情景. 除此之外, 还可以将生成的模型与无模型算
法相结合, 如将基于模型的规划方法作为指导策略更新的专家 [22] , 利用基于模型的规划给策略提供辅
助状态信息 [23] , 利用模型生成数据加强样本 [24] 等.
近年来, 有关强化学习的研究不断发展, 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算法, 本文将不再对此进行更详
细的介绍. 在下面的章节中, 将重点介绍强化学习和 AUV 控制领域的交叉部分.

3

采用强化学习控制 AUV 面临的挑战

基于强化学习的控制方法与包括比例 – 积分 – 微分 (PID) 控制 [25] 、自适应控制 [26] 、反步控
制 [27] 、滑模控制 [28] 等在内的经典控制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能从与环境的交互中学习. 从运动学的
角度看, 控制 AUV 相当于控制一个在六维空间内自由漂浮的刚体 (图 2), 然而水下环境复杂的动力
学使得该问题的难度大大提升 [29] . 对大多数的经典控制器而言, 无法获得精确的动力学模型成为了
解决该控制问题最大的障碍. 另外, 许多控制器为了简化问题, 采用线性模型或对模型进行解耦, 这种
设定没能充分考虑水下环境具有的不确定性和特殊干扰, 也就无法完成对 AUV 的精确自主控制. 而
基于强化学习的控制器可以脱离模型进行训练, 则不存在此问题, 这也是该方法的一大优势. 相对地,
利用强化学习方法可能面临其他的挑战, 下面讨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3.1

采样效率

应用强化学习算法要求 AUV 与环境交互获取经验, 然而进行水下实验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还需消耗巨额的人力和物力. 一方面, AUV 的制造成本十分昂贵, 并且需要仔细维护以减少磨损, 避
免碰撞; 另一方面, 建造能进行实验的水箱或寻找合适的水场也并非易事. 即使所有的准备工作都顺
利完成, 收集实验数据的过程也十分耗时. 因此, 提高采样效率, 减少实际实验中所需的交互已成为一
个突出的问题, 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限制内存消耗和计算复杂性.
在机器人控制中经常采用基于模型的方法, 通过模型生成数据来减少实际中所需的采样, 对于难
以得到准确模型的 AUV, 可以利用简化模型进行仿真预训练, 从而加速算法在实际水下环境中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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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 基于离线策略的方法也能有效缓解采样难的问题, 通过将收集到的数据存储在经验池中重复利用,
能够提高样本的利用率, 减少采样的需求.
3.2

开发与探索的权衡

在学习过程中, 开发 (exploitation) 意味着选择具有最大的估计价值的动作, 这样能够使该步的预
期回报最大化; 而通过选择其余动作进行探索 (exploration) 则有机会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回报 [11] , 并且
有利于访问更多类型的状态从而获得更鲁棒的策略.
如何确保充足的探索是强化学习算法中的固有问题, 而 AUV 需要一个足够鲁棒的控制策略帮助
其应对多变的水下环境, 因此该问题尤为重要. 在强化学习算法中, 常通过选择随机动作来探索未知
的状态, 而尽管在训练中通过强制试错探索适用于大多数问题, 但是考虑到 AUV 损坏后高昂的维修
费用和漫长的返修过程, 要提高强化学习算法的实用性, 需要在保证探索的基础上重视安全问题, 而
这方面的考虑在强化学习领域经常被忽略 [30] . 一种解决方案是在人工水池等可控的水下环境进行训
练, 确保 AUV 已学习到足够安全的策略再在未知的水体环境中进一步实验. 另一种可能的改善方案
是提前准备好应急控制方案, 当 AUV 在训练过程中遭遇危险时, 如过于接近障碍物时, 则提高该控制
方案的优先级 [31] .
3.3

模型不确定性

常见的 AUV 动力学模型一般是从刚体的牛顿 – 欧拉方程推导出的, 其中考虑了惯性广义力、流
体力学、重力、浮力和推进器的影响 [29] . 但是, 这些影响因素或是有着高度非线性、时变性, 或是与
AUV 的具体结构细节密切相关, 因此很难建立出通用而精确的 AUV 动力学模型. 尽管使用精确的模
型能够回避在现实中难以采集数据的问题, 但是只要模型中存在偏差, 就可能导致控制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毁坏 AUV. 对于采用模型的算法和利用仿真环境训练的无模型算法, 需要想办法跨越这种现实落
差 (reality gap).
要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困难, 一方面要提高算法的鲁棒性, 在训练过程中寻找对噪声更不敏感的
策略, 而不是单纯追求获得高奖励或高准确率;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发挥强化学习算法与环境交互的特
点, 在水下实时学习, 若需要进行精密的控制, 则甚至是在任务行进中也需要不断对最优的控制参数进
行微调, 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水下环境.
3.4

状态部分可观

大多数的强化学习算法都是基于可以获得环境的完全观测的假设, 然而水下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且存在多种干扰, 这为 AUV 采集有用信息带来了巨大挑战.
以水下视觉为例, 用于收集水下视觉信息的设备主要分为基于光学的和基于声纳的两种 [32] . 光
学传感器能够获得包含颜色信息在内的高分辨率数据, 但是在浑浊的水中, 水分子、溶解于水的有机
物、无机物, 以及各种类型的悬浮颗粒会导致光的散射和吸收, 导致生成度图像亮度和对比度较低, 可
视性较差. 另外, 由于光在水中的衰减率与波长有关, 还会出现颜色失真的情况 [33] . 声纳能够获得更
远处的信息, 但是其提供的低分辨率图像不足以识别物体.
至于定位问题, 与在空中和地上不同, 在水下高频信号迅速衰减, 因此无线电、扩频通信, 以及
GPS 都无法使用. 通过基于声学的传感器和通信方法能够对 AUV 进行定位, 但这种方式受到带宽、
传播路径、声速等的限制 [34] . 在多数情况下, AUV 的控制器设计人员需要在获取更多信息和降低能
源消耗中进行取舍, 避免缩短 AUV 可执行任务的时间. 在实际任务中, AUV 一般只能获取十分有限
1803

许雅筑等: 强化学习方法在自主水下机器人控制任务中的应用

的信息.
这些传感器的限制使得 AUV 的控制研究无法简单地仿照无人机控制和无人驾驶的相关研究, 需
要在状态设计和控制器结构等方面进行改进. 基于随机策略的方法能更好地应对此种情况, 另外可以
通过采用长短期记忆网络来从历史数据中提取更多的状态信息, 弥补传感器无法获得的部分信息缺失.

4

强化学习方法在 AUV 中的应用

本节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应用强化学习方法控制 AUV 的研究. 强化学习也被应用在 AUV 的一些
高层控制任务中, 如路径规划 [35∼37] 等, 但这些内容不包括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4.1

Markov 决策过程建模

在应用强化学习方法之前, 需要将控制问题建模成 Markov 决策过程, 如前文所述, 需要对 4 个元
素 [S, A, r(s, a), p (s′ , r|s, a)] 进行定义. 对于我们考虑的底层控制问题, 动作即为 AUV 的控制输入, 水
下的状态转移概率是未知的, 因此问题建模的关键是以合适的方式表示状态并构造适当的奖励函数.
4.1.1

状态设计

一种最直观的定义方式便是将原始观测数据, 如图像、速度等直接作为状态. 这么做的好处是能
保留最多的有效信息, 但是没有考虑维度诅咒的问题, 当状态空间维数增加, 则会需要更庞大的样本量
和计算量来确保算法收敛. 因此, 状态的表述应当在不造成感知混淆 (一组变量可能对应不同的状态)
的前提下包含尽量少的变量. Wu 等 [38] 仔细地研究了 3 种不同的深度控制问题并分别设计了合适的
状态表示, 在第 5 节中将会对此工作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另外, 一个好的状态设计还能有效提高算法
的鲁棒性, 从而获得更为通用的策略, 例如在文献 [39, 40] 中采用了目标导向型的状态设计, 训练出的
策略能够很好地适应不同的控制目标值.
4.1.2

奖励函数设计

另一方面, 奖励函数的设计也不容忽视. 在处理多个有冲突的目标时, 一种常见的处理方法是通
过给定权重将其组合在一起, 这种方法易于操作并且能获得单一的最优解. 在 AUV 控制问题中, 一
般奖励函数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用于评估与目标的误差, 另一部分用于限制推进器的使用或避免控
制量突变. Carlucho 等 [39] 指出了这些项的重要性, 前者能确保 AUV 达到控制目标, 后者有利于节约
能源, 防止推进器输出震荡. 然而, 各项的权重通常根据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凭经验选择, 但权重细微的
调整也可能导致学到的策略产生很大差异. 文献 [41] 中采用了多目标强化学习方法解决权重难以调试
的问题, 该方法可以同时生成多个最优策略, 每个策略分别具有不同的优势, 如路径最短、最终速度最
小、航向误差最小等, 可以从其中选择最符合需求的策略.
分段函数也是奖励函数中一种常见的形式, 研究者可以根据 AUV 对当前所处状态的优劣分级给
出奖励. 在文献 [40] 中建议可以通过在训练初期放宽分级的条件帮助 AUV 获得更多有用的经验. 例
如, 若 AUV 在到达指定目标点的球形邻域时可获得正向奖励, 那么在训练初期应该适当增大该邻域
的半径.
4.2

强化学习在传统 AUV 中的应用

传统的 AUV 通常由螺旋桨、尾舵等控制, 它们大多数有鱼雷形状的船身以获得更好的水下性能
(请参考文献 [42] 中的图 “The REMUS family”). 下面根据控制任务的类型介绍在此类 AUV 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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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化学习应用研究.
4.2.1

镇定控制任务

镇定控制是 AUV 控制中最基本的任务. Fernandez-Gauna 等 [43] 使用连续 acotr-critic 自动学习机
(CACLA) 进行了 AUV 速度控制实验. CACLA 与其他策略梯度方法不同的是, 其只有在评价为严格正
值时才在动作空间更新其策略. 此外, 此研究验证了在训练初期采用 PID 的输出代替随机选取的动作
有助于使学习到的策略更接近最优策略. Walters 等 [44] 采用了基于模型的动态规划方法在现实环境下
开展了 AUV 的镇定控制实验, 其中动力学模型是在实验中实时学习获得的. 此实验主要关注时变无旋
流的干扰, 并通过 Lyapunov 理论论证了所用方法能够收敛到目标值并获得最优策略. Carlucho 等 [39]
借鉴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方法 (DDPG) 对 AUV 进行控制, 并应用了目标导向型控制框架. 与前人的
实验相比, 他们的实体 AUV 控制实验包括了 6 个维度, 而不仅仅是在平面内操控. Knudsen 等 [45] 采
用了双重控制器, 其中基于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方法的控制器负责水平面内的运动, 而 PD 控制器负
责竖直平面内的运动. 在实际水下测试中, 每隔一段时间对目标值进行更换, AUV 都能迅速作出反应,
稳定至新的坐标与姿态.
4.2.2

目标点跟踪任务

目标点跟踪可以看作是介于镇定控制和目标跟踪之间的一项过渡任务, AUV 需要依次到达指定
目标点, 但点与点之间的路径并未限定. 文献 [46] 通过划分网格将该连续控制问题离散化, 采用了一
种简化的表格 Q 学习方法并在仿真环境和现实环境中都进行了实验. Carlucho 等 [40] 致力于提高策
略的容错性, 提高策略应对推进器失效情况的能力, 这意味着训练出的策略需能同时控制过驱动和欠
驱动的 AUV. 他们采用了与文献 [39] 中相似的方法完成此任务. 文献 [47] 中借助协方差分析提高了基
于模型的直接策略搜索算法获得的策略的鲁棒性. 其通过在 AUV 的推进器输入中加入 Gauss 噪声测
试策略对噪声的敏感程度, 实验结果表明无噪声环境下策略的性能及其鲁棒性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因
此可以通过协方差分析筛选性能优秀且对噪声鲁棒的策略.
Istituto Italiano di Tecnologia 的研究者们在此课题上开展了一系列实验 [41, 48, 49] . 在 2013 年, 他

们设计了一种线上训练的利用基于模型的策略搜索框架的控制器. 然而, 虽然控制器在仿真环境中运
行良好, 但由于策略是时间的开环函数, 所以无法在实际水域中应用. 2014 年, 这个问题通过引入状态
反馈闭合环路得到了解决, 该策略成功移植到实体 AUV 上进行了验证实验, 并且还开展了一系列推
进器失效情况下的实验. 这些方法需要用到 AUV 的水下动力学模型, 因此实际中应用效果和应用场
景有限.
4.2.3

跟踪控制任务

AUV 的跟踪控制问题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课题, 此问题中 AUV 需要沿着既定路径行进, 若
该路径为时间的函数则称之为轨迹跟踪问题, 否则称作路径跟随问题.
Palomeras [50] 提出了一种用于 AUV 控制的结构体系, 并在反应层中使用了一种 actor-crtic 类强

化学习算法, 采用该控制结构的 AUV 成功在现实中完成了基于视觉的电缆跟随问题. 作者提出了一
种二段式训练方法, 即先在仿真环境中从零开始进行训练, 将结果作为在实际环境中的初始策略重新
训练, 从而提高算法的收敛能力, 文献 [39] 在实验中也采用了这种训练方法. 在电缆跟随任务中, AUV
的不同运动被解耦并分别训练对应策略, 其输入状态包括从采集的图像中获得电缆的位置和角度信息.
文献 [31] 中扩充了该实验的内容来检验所获策略的鲁棒性, 一组新增的实验重新设计了不同的电缆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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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方式并在没有重新训练策略的情况下检验原策略的性能, 另一组则是在训练过程中改变 AUV 和电
缆的相对距离. 两组实验的结果共同表明了该策略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
由于跟踪问题更为复杂, 因此大多数算法仍停留在仿真实验的阶段, 并未在实际场景中得到充分
验证. Sun 等在文献 [51] 中使用正则化的极限学习机代替 Q 学习中的查找表进行实验, 然而该文章中
对于实验设置和结果的表述较为模糊, 因此难以借鉴. Shi 等 [52] 改进了计算确定性策略梯度算法中用
于更新 critic 的目标值的方法. 这种改进的方法称为伪平均 Q 学习方法, 它采用了多个 actor, 并对多
个历史动作估计值取平均, 通过减少目标估计误差的方差使学习过程更加稳定. 在文献 [53] 中, 该方
法改进为同时利用多个 actor 和多个 critic, 其中这些 critic 通过使用期望绝对 Bellman 误差加速训练
过程. 这些算法都在 AUV 的水下轨迹跟踪仿真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文献 [54] 研究了交互式强化学习
方法的应用, 探讨将研究人员的经验知识通过人工给予奖励信号的方式与强化学习方法相结合的影响.
在控制尾舵角度来实现轨迹跟踪的仿真实验中, 结合了人工离散奖励信号后深度 Q 学习方法能收敛得
更快.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 一些研究人员还对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分析. 文献 [55]
利用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方法解决 AUV 的轨迹跟踪问题, 并通过理论分析证明了采用合适的奖励函
数设计时该系统稳定. Cui 等 [56] 在 2014 年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自适应控制算法, 该算法采用了
acotr-critic 结构, 其中 actor 网络可以对动力学方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行补偿, 而 critic 网络能评估跟踪
性能. 在 2017 年, 算法将包括推进器死区、饱和区、名义力和实际力之间的关系等输入非线性性纳入考
虑 [57] . 而 2019 年, 研究者针对连续时间系统改进了算法并且新算法能够处理模型完全未知的情况 [58] .
Nussbaum 类型的函数被引入来处理控制方向未知的问题. 与文献 [57] 中基于离散时间模型的算法相
比, 改进的算法能够在 AUV 到达稳态后避免控制量震荡. 另一个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达到与
利用了模型的通用神经网络控制相同水平的结果. 另一方面, 在文献 [59] 中研究了一种事件触发的强
化学习自适应跟踪控制算法, 该方法同时考虑了长远性能, 未知的动力学模型和外部干扰, 并且与传
统的时间触发方法相比较, 能减少控制器的更新频率, 从而显著地减少计算量和 AUV 能源消耗.
4.3

强化学习在仿生 AUV 中的应用

仿生 AUV 通过模仿水下生物的游动模式获得更长的水下续航时间, 减少系统噪声并提高控制机
动性. 与传统 AUV 相比, 它们的运动模式更为复杂, 其控制器的设计也需要投入大量心血.
对于仿鱼 AUV, 由鳍类提供的推进力和力矩取决于其运动波形、波长、幅度和频率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 Lin 等 [60] 通过使用在线 Q 学习方法选择合适的频率控制一种仿鱼 AUV 的两个波浪状鱼鳍完
成航向控制任务. 该实验的结果差强人意, 其中偏航角的误差较大. 在 2010 年, Lin 等 [61] 采用了改进
的 Q 学习方法在躯体更扁平的 AUV 上完成了相同的任务, 并成功使该 AUV 平稳地游动. 该改进的
方法将获得的数据存在缓冲区内重复利用, 并根据计算的数据相似度淘汰旧的数据, 另外在实验中也
借助了 PID 避免算法从零开始学习时, 在初期可能面临的学习率过低的情况. 文献 [62] 中的研究表
明采用分层的强化学习结构能够在这种运动控制问题中提高 Q 学习算法的收敛速度. 文献 [63] 中采
用了一种对抗式模式控制结构, 利用进化算法调节中枢模式发生器模型的参数, 生成规律控制信号控
制一种仿鱼 AUV 尾部的 4 个关节, 并采用基于柔性 actor-critic 的方法生成补偿量来辅助控制. 该方
法能在仿真环境中准确控制仿鱼 AUV 到达目标, 同时降低此过程所耗能量.
Aqua 改进自一种六足步行机器人, 为能够完成水下作业的仿生 AUV (请参考文献 [64] 中的

图 11). Meger 等 [65] 通过一种策略搜索方法 PILCO (probabilistic inference for learning control) 学习
AUV 的 6 个鳍的运动模式, 其中动力学模型是根据采集的数据拟合的. 在真实的 AUV 上执行的 U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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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弯、螺旋前进等 6 个不同的固定深度任务中, 有 5 个任务在 7 个训练迭代内即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
果. 另外一组实验通过共享仿真实验中的数据, 再一次验证了不正确的模型会降低算法的性能. 为了解
决该方法计算量较大的问题, Higuera 等 [66] 提出了一种结合神经网络控制器的改进的深度 PILCO 方
法. Zhang 等 [67] 研究了一种仿蛇 AUV (请参考文献 [67] 中的图 1), 该 AUV 上有两个滑翔翼, 因此继
承了水下滑翔机的部分优异性能. 研究中应用了 REINFORCE 算法取得了良好的实验结果. 文献 [68]
中采用深度 Q 学习方法控制水下滑翔机的滚转角, 能够在利用南海海流数据模拟的仿真水流环境中,
获得比传统的 PID 控制方法更优的行进路径.

5

案例分析

本节将详细介绍两个使用强化学习方法控制 AUV 的案例. 第 1 个例子是 AUV 海底跟踪控制问
题, 展示了一种通用的水下控制问题建模思路, 并可为如何解决强化学习方法应用时遇见的困难提供
参考. 该例子采用低阶系统特征作为输入, 通过保留部分历史数据减小状态仅部分可观带来的不良影
响, 采用确定性强化学习算法, 配合优先经验回放技巧提高了采样效率, 能够在模型未知的情况下取得
良好跟踪控制结果. 第 2 个例子充分利用了强化学习能处理高维输入的优势, 采用了端到端的学习方
法, 设计了能提取有效信息的感知网络, 无需位置信息便能实现管道跟踪控制, 展现了强化学习方法
在水下自主控制领域更多的可能性.
5.1
5.1.1

海底跟踪问题
海底跟踪问题描述

在海底跟踪控制问题中, AUV 需要在匀速前进的同时维持与海床的距离为定值 zr . 为了简化问
题, 仅考虑 AUV 在竖直平面内的运动, 并假设行进速度为一固定常值, 则该问题中动作即为控制俯仰
的相关推进器的输入, 状态可设置为 χ = [z, θ, w, q]T , 其中 z 为深度坐标, w 为升沉速度, θ 和 q 分别
为俯仰角和角速度. 为了避免角度的周期特性造成的混乱, 可以采用 [cos(θ), sin(θ)]T 代替 θ. 另外, 通
.
过使用目标导向的表达方式 ∆z = z − zr 替代 z 能够有效增加所学策略的通用性. 因此, 我们将状态
定义为
s = [∆z, cos(θ), sin(θ), w, q]T .

(16)

然而, 如图 3 所示, 若只考虑当前的深度, 则未来地势的走向将难以预测, 给决策带来许多困难, 因此
我们考虑通过保留部分历史观测数据改善这个问题, 即用 [∆zt−N +1 , . . . , ∆zt−1 , ∆zt ] 替换 ∆z, 其中 N
表示保留的历史序列的长度. 综上所述, 将海底跟踪问题的状态设计为
s = [∆zt−N +1 , . . . , ∆zt−1 , ∆zt , cos(θ), sin(θ), w, q]T .

(17)

奖励函数的设计与第 4 节中提到的基本一致:
r = ρ1 ∆zt2 + ρ2 w2 + ρ3 q 2 + uT Ru,

(18)

其中第 1 项旨在最小化深度控制的误差, 而另外几项的作用是最小化 AUV 能源消耗, 系数则起到了
协调各项目标的作用.
1807

许雅筑等: 强化学习方法在自主水下机器人控制任务中的应用

Δz

Δz

图 3 (网络版彩图) 深度控制问题中的感知混淆
Figure 3

5.1.2

(Color online) Perceptual aliasing in the depth control problem

深度控制器设计

此问题可以通过采用 DPG 算法解决. 如前文所述, 该算法沿性能函数的梯度方向 ∇θ J (πθ ) 更新
参数化策略 πθ , 该梯度可以近似为
∇θ J(θ) ≈

M
1 ∑
∇θ π (si |θ) ∇ui Q (si , ui |ω) ,
M i=1

(19)

其中 (sk , uk , sk+1 ) 为 k 时间点的一组变换, Q(s, u|ω) 为值函数的一个参数化估计. 如图 4 所示, 策略
和值函数分别采用一个 3 层的和一个 4 层的神经网络近似, 并应用了激活函数 ReLU 提高收敛速度.
为了提高采样效率, 我们采用优先经验回放技巧 [69] , 根据存储样本的优先级重复利用历史数据. 由于
一组样本的 TD 误差可以用来衡量该组样本待学习的信息量, 因此定义每组样本的优先级如下:
PRIk = |rk + γQ (sk+1 , π (sk+1 |θ) |ω) − Q (sk , uk |ω) |.

(20)

在训练过程中, 优先级越高的样本越有可能被选中.
5.1.3

海底跟踪仿真结果

我们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提供的南海海底 (23◦ 06’N, 120◦ 07’E) 处采样生成的真实数据集
中生成一条路径进行仿真实验. 经过预实验, 我们将保留的历史 ∆z 设为 3. 如图 5 可以看到训练过
后的控制器在测试中表现良好, 此方法无需知晓 AUV 的动力学模型, 但能达到与非线性模型预测控
制方法 (NMPC) 相当的性能.
5.2
5.2.1

端到端控制问题
管道跟踪问题描述

深度学习具有从未经处理的高维输入中学习的能力, 因此能实现端到端的控制策略, 省去复杂的
系统间调试. 然而, 这种高维输入会使得算法难以收敛, 在处理涉及复杂动力学模型的底层控制问题
时尤为严重. 在本小节中我们展示一种端到端的控制策略解决简单的管道跟踪问题. 该问题同时使用
了运动学信息和视觉信息两种输入, AUV 需要在自身位置以及管道位置未知的条件下, 沿着管道行进
并保持管道在相机视野中 (图 6(a) 和 (b)). 输入的视觉信息为一张 84×84×3 的图片, 运动学信息为
方向矢量和速度矢量.
我们利用原始图像信息直接对控制器进行训练, 而图像处理技术仅用来辅助奖励信号的生成. 经
过一系列处理步骤, 可以提取出图像中管道的中心线, 接着可以计算出中心线与视野中心的距离 dc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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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络版彩图) 评价网络 (a) 和策略网络 (b) 的结构
Figure 4

(Color online) Structure of the evaluation network (a) and policy network (b)

及偏差角度 θc (如图 6(c)). 我们设定动作为与前进和偏航操作有关的推进器的输入, 奖励函数为:
(
)
r = u · |cos θc | − dc d−1
max ,

(21)

其中 u 为 AUV 的行进速度, dmax 为视相机视图对角线长度的一半.
5.2.2

端到端控制器设计

输入的视觉信息和运动学信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编码网络处理, 前者为一个 4 层的 CNN, 后者为
一个长短期记忆 (LSTM) 网络. 如图 7 所示, 两者的输出共同连入一个全连接层, 接着连向一个价值
网络和一个策略网络. 我们采用一种自然策略梯度方法训练此网络, 即近端策略优化 (PPO) 方法. 该
方法采用一种特殊的目标函数替代常见的性能函数:
[
]
LPPO = LCLIP − λ1 Êt (Vθ (st ) − Vttarg )2 + λ2 Êt [H (πθ (·|st ))] ,

(22)

式中第 2 项的目的是使值函数的误差最小化, 以更好地估计优势函数 Ât , 最后一项则是为了鼓励探
索. 优势函数能够衡量一个动作的相对优势, 一般取作 Aπ (s, a) = Qπ (s, a) − V π (s), Vttarg 可以取作累
积回报, Êt 表示对一批样本取均值, H 用于计算分布的熵, 而 LCLIP 则是一个替代目标:
[
(
)]
LCLIP = Êt min wt (θ)Ât , clip(wt (θ), 1 − ϵ, 1 + ϵ)Ât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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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NNDPG, NMPC 方法的跟踪轨迹以及实际海床 [38]
Figure 5

(Color online) Tracking trajectory of NNDPG, NMPC, and the realistic seaﬂoor [38] @Copyright 2018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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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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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管道跟踪仿真场景 (a), 相机视野 (b), 以及 dc 和 θc 示意图 (c)
Figure 6

(Color online) Simulation scene for pipe following (a), view of the camera (b), and illustration of dc and θc (c)

其中函数 clip(x, a, b) 将 x 限制在 [a, b] 内, wt (θ) 是用来衡量策略之间的差异的权重:
wt (θ) =

5.2.3

πθ (at |st )
.
πθold (at |st )

(24)

管道跟踪仿真结果

我们训练出的控制器在仿真环境中能够很好地完成管道跟踪任务, AUV 能够在位置信息和动力
学模型未知的情况下沿着直线管道行进. 我们设计了两个额外的实验分别展示端到端控制框架的优
势以及所获策略的鲁棒性. 在第 1 个实验中, 用从图像中提取的特征 θc 和 dc 代替 CNN 的输出, 其
余设定维持不变. 从图 8 的结果可以看出使用 CNN 的时候能获取更高的奖励, 即采用端到端的处理
方式能更加充分地利用获得的信息, 避免主观信息提取过程中有效信息的流失. 第 2 个实验将输入的
图像改为现实中的水下管线图像, 并利用训练的策略输出动作 (图 9). 结果表示, 在 30 幅图像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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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网络版彩图) 采用提取特征和原始信息的结果比较 [70]
Figure 8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between using hand-designed image features and using the CNN encoder [70] @Copyright 2019 IEEE

21 幅图像对应的输出动作能够带动 AUV 转向正确的方向. 虽然转向的幅度仍有待改进, 但该结果仍

展现了算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力.

6

研究展望
我们认为,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1) 如何获得更优的奖励函数形式? 在实际任务执行中需要调节许多矛盾, 如控制的准确性、响

应的速度、能源消耗量、对噪声的鲁棒性等不同目标之间的矛盾, 仅靠人工设计奖励函数的形式, 往往
难以平衡各个目标的需求. 尤其是当目标较为复杂时, 若没能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 会导致智能
体过度追求高奖励, 呈现 “病态” 的运动模式.
(2) 如何结合专家知识? 此处的 “专家” 可以是人类研究员, 简化的动力学模型, 或是其他控制器

等. 仅靠与环境的交互训练出控制策略是强化学习方法的优势, 然而完全不利用其他专家的知识并不
是最佳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许多奖励信号稀疏的问题. 除了参考这些知识进行状态和奖励设计之外,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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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利用所学策略处理实际图像: 当左侧的推进器 (蓝条) 输出大于右侧 (红条) 时, AUV 向右转,
反之亦然 [70]
Figure 9 (Color online) The inference of the learnt policy on several realistic underwater pipeline images: when the
output of the left thruster (blue bar)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right thruster (red bar), the AUV tends to turn right; vice
versa [70] @Copyright 2019 IEEE

有的应用中利用 PID 控制器、仿真动力学模型对算法进行预训练提高准确率也是一种专家知识的利
用方法, 未来也应该继续开发更多样的有效利用途径.
(3) 如何实现端到端的控制? 许多强化学习算法应用中依赖其他子算法来从感知信息中提取状态,
使得整体控制算法庞大而复杂. 尽管深度学习的发展赋予了强化学习处理高维感知信息的能力, 但强
化学习方法处理不完整、有延迟或含有噪声的未经加工的传感器数据的能力未得到充分验证, 在此方
面仍有许多值得探究的课题.
(4) 如何实现多 AUV 合作? 随着水下研究的发展, 许多任务可能涉及多个 AUV 的合作交互, 需
要共同优化一个目标, 如两台 AUV 相互配合共同搬运物件, 多台 AUV 共同搜索同一片海域等. 在这
种情况下, 每个 AUV 除了考虑自身的状态外, 还要观察其他 AUV 行动给环境带来的变化, 原有的许
多强化学习方法也不再适用.
目前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已经初步被应用在各种水下控制任务中, 往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分层强
化学习、模仿学习、元强化学习、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等方法进一步提升 AUV 的自主控制能力.

7

总结

本文从不同运动控制任务的角度概述了现有文献中使用强化学习控制 AUV 的研究成果, 虽然将
强化学习与 AUV 控制结合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但可以看到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此
外, 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展示了强化学习在水下控制领域的可行性和潜力. 我们相信强化学习方法的应
用能提高 AUV 控制器的智能水平, 推动海洋研究与探索工作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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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ected review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based control for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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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ouky@tsinghua.edu.cn
Abstract Recently, 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 has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and achieved promising results
in a wide range of control tasks. In addition,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 (AUVs) are important tools for
executing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tasks in marine environments. The advances in RL oﬀers ampl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intelligent AUV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elected review of RL-based control for AUVs with a focus on
applications of RL in low-level control tasks for underwater regulation and tracking. We ﬁrst present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the RL-based control framework. We then provide an overview of RL methods for AUV control
problems, where primary challenges and recent progress are discussed. Finally, two representative RL-based
controller cases are presented in detail for model-free RL methods for AU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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