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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无人机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和集群控制技术的发展, 无人机集群对抗智能决策方法将成为

未来无人机作战的关键技术. 无人机集群对抗学习环境具有维度高、非线性、信息有缺失、动作空

间连续等复杂特点. 近年来, 以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很大突破, 深度强

化学习在解决复杂环境下智能决策问题方面展现出了不俗能力. 本文受多智能体集中式训练 – 分布

式执行框架和最大化策略熵思想的启发, 提出一种基于非完全信息的多智能体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multi-agent soft actor-critic, MASAC)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 建立基于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的无人机

集群对抗博弈模型, 构建连续空间多无人机作战环境, 对红蓝双方无人机集群的非对称性对抗进行仿

真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MASAC 优于现有流行的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方法, 能使博弈双方收敛到收

益更高的博弈均衡点. 进一步对 MASAC的收敛情况进行实验和分析, 结果显示 MASAC 具有良好的

收敛性和稳定性, 能够保证 MASAC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智能决策方面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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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来军事对抗具有自主无人化、响应高实时、环境高维度、信息有缺失、博弈强对抗等复杂特征.

近年来,以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很大突破,急需将最新的人工智能理论、

方法和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集群是由若干配备多种任务载荷

的低成本小型无人机组成的无人化作战系统, 通过自主学习共同完成特定作战任务. 作为典型的多智

能体系统,无人机集群以高智能、难防御、强进攻、低成本、使用灵活等优势使作战模式发生了深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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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随着无人机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和集群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 无人机集群对抗智能决策方法将成为

未来无人机作战的关键技术 [1∼3].

解决多智能体对抗问题的一种思路是利用进化方法 [4]. 进化方法主要利用进化算法引导生物群

体的自主感知、自主学习和自主决策行为. 常用的进化算法有蚁群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和狼

群算法等 [5]. 进化方法具有鲁棒性强、自适应性高、可扩展性好和可并行执行等优点, 但进化方法需

要固定一个策略并且和对手博弈多次, 或者与对手的仿真模型进行大量模拟博弈. 虽然最终胜率是对

该策略获胜概率的无偏估计, 但每一次策略的改变都需要多次博弈, 只有每局比赛的最终结果才会被

考虑, 在动态对抗博弈中发生的许多细节都会被忽略 [6], 这往往导致进化方法在面对多群体连续性动

态博弈任务时效果不佳.

解决多智能体对抗问题的另一种思路是利用强化学习方法 [7, 8]. 强化学习是一种对目标导向与决

策问题进行理解并自动化处理的计算方法,它常用马尔可夫 (Markov)决策过程建立数学模型,已在解

决复杂环境下智能决策方面体现出不俗能力和良好发展态势 [9∼11]. 强化学习强调智能体通过与环境

的直接交互来学习, 而不需要可仿效的监督信号或对周围环境的完全建模, 因此在解决连续性动态博

弈任务时具有一定优势. 相对于单智能体强化学习, 多智能体强化学习具有更高的复杂度: 一方面随

着智能体数量的增加, 相应的策略空间呈指数级增加, 其难度远超围棋等棋类游戏 [12∼16]; 另一方面,

随着异构智能体的加入, 多智能体间的通信、协作和配合变得更加重要.

深度强化学习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DRL) 是近年来强化学习的一个发展迅速的新兴方

向,它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拟合难以学习的价值函数或最优策略.最近几年 DRL创造出了许多惊人的成

绩 [12, 16,17]. Mnih 等 [18] 提出的基于值方法的深度 Q 网络 (deep Q-networks, DQN), 为深度强化学习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之产生了 DQN 的许多变种, 如 Dueling DQN [19], Double DQN (DDQN) [20] 等.

除了基于值的强化学习方法, 基于策略梯度的强化学习方法也很流行, 存在许多著名的基于策略

梯度的强化学习方法, 如, 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deep deterministic policy gradient, DDPG) [21]、柔

性行动器 – 评判器 (soft actor-critic, SAC) [6, 9, 17] 等. DDPG 是一个基于异策略 (off-policy) 的无模

型 (model-free)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 它采用行动器 – 判别器框架,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作为函数近似器,

能够在高维连续动作空间中学习到最优策略. 但探索能力弱是 DDPG 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使得

DDPG 很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2017 年, Lowe 等 [9] 以 DDPG 为基础, 创建集中式训练 – 分布式执行

(centralized training with distributed execution, CTDE) 训练框架, 提出了一种面向多智能体环境的深

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multi-agent DDPG, MADDPG)方法. 另外, Haarnoja等 [17] 以行动器 –判别器框

架为基础提出了一种面向单智能体的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SAC) 方法, 这是一种异策略最大熵行动

器 – 评判器方法, 具有良好的采样效率和稳定性.

一些研究已表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方法可以应用于无人机集群作战领域 [22∼26]. Zhang 等 [22] 针

对无人机集群对抗的智能决策问题, 提出了 MADDPG 与迁移学习、自博弈相结合的无人机集群对抗

决策方法. Wei等 [23] 针对电子战中的自主决策问题,提出循环确定性策略梯度 (recurrent DPG)方法,

并在基于 3D 全域仿真平台的无人机集群与雷达对抗场景中进行了验证. Xiang 等 [24] 针对无人机集

群对抗决策环境, 提出了 MADDPG 与规则耦合的决策方法. Huang 等 [25] 针对多智能体协同攻防问

题, 应用 DDPG 和 MADDPG 方法, 建立了无人机集群对抗决策模型. Källström 等 [26] 在 MADDPG

方法中引入课程学习, 使无人机集群能够在复杂高维环境中进行有效学习.

虽然 MADDPG 继承了 DDPG 的优点, 但也继承了超参数敏感、稳定性差的不足, 并且当智能体

数量超过 6时, MADDPG就不易收敛 [9]. 虽然 SAC可以轻松地扩展到复杂的单智能体高维学习任务

中 [17], 但它不太适合于更加复杂的多智能体对抗博弈学习任务. 基于 MADDPG 和 SAC 的上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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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大熵思想和 CTDE 训练框架的启发, 本文将 SAC 方法拓展到多智能体强化学习领域, 提出一种

基于非完全信息的多智能体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multi-agent soft actor-critic, MASAC) 深度强化学

习方法, 并将其应用到连续空间的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 建立基于多智能体 DRL 的无人机集

群对抗博弈模型, 利用红蓝双方无人机集群的非对称性对抗进行仿真实验, 实验表明 MASAC 比现有

流行的多智能体 DRL 方法更具优越性. 进一步的收敛性实验和分析也显示 MASAC 具有良好的收敛

性和稳定性, 可以保证 MASAC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任务中的实用性.

2 模型

2.1 无人机集群对抗环境

给定一个无人机集群空 – 空对抗场景, 其中有两个无人机集群, 分别为红方和蓝方. 如果一方消

灭另一方所有的无人机则获胜. 在二维空间中, 无人机的动力学模型可以描述为 [27]

ϕ = ϕ+ rϕdt, −30 < ϕ < 30,

rφ = 9.81 ·m/F · dt · tanϕ,

φ = φ+ rφdt, −180 < φ < 180,

vx = sinφ · F/m,

vy = cosφ · F/m,

x = x+ vxdt,

y = y + vydt,

(1)

其中 ϕ 是滚转角, rϕ 为滚转角速度, φ 是航向角, rφ 为航向角速度, F 是驱动力, m 是质量, (x, y) 表

示位置坐标, dt 是时间 t 的微分变量.

两架无人机的攻防态势如图 1所示, 其中攻击者为 i, 目标为 j. 在时刻 t, 任何一对无人机的攻防

态势可以用二元组 (ωij
ac, µ

ij
de) 表示, 其中, ωij

ac 是攻击者 i 的攻击角, µij
de 是目标 j 的防卫角.

ωij
ac = arccos

vxi(xi − xj) + vyi(yi − yj)

dij · ||vi||2
, (2)

µij
de = arccos

vxj(xj − xi) + vyj(yj − yi)

dji · ||vj ||2
, (3)

其中, ||v(·)||2 是速度矢量的 2- 范数, d(·)(·) 是攻击者 i 与目标 j 的欧氏距离.

假定所有的无人机具有相同的作战参数. 如图 2 所示, θac 和 dac 表示攻击角度和攻击半径, θde

和 dde 是受威胁角度和受威胁半径, ds 是通信区域的半径, dr 为可观测区域的半径, din 表示干扰区域

的半径.

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 攻击者 i 可以消灭目标 j: (1) 攻击者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dij 小于攻

击者的 diac 且小于目标的 djde; (2) 目标 j 在攻击者 i 的攻击区 (图 1 中攻击者 i 前方的扇形区域) 内;

(3) 攻击者 i 处于目标 j 的受威胁区 (图 1 中目标 j 后方的扇形区域) 内 [22]. 当 i 在 j 的受威胁区内

时, 由于双方相对位置的原因, 此时 i 可以攻击到 j, 但 j 攻击不到 i, 相当于固定了 i 的攻击者角色,

j 的被攻击者 (目标) 角色, 从而保证 i 可以消灭 j. 上述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

dij 6 diac and dij 6 dj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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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两架无人机的攻防态势

Figure 1 (Color online) Attack and defense situation of
two UAVs

图 2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作战参数

Figure 2 (Color online) Combat parameters of UAVs

ωij
ac · 180/π 6 θiac/2, (5)

µij
de · 180/π 6 180− θjde/2, (6)

其中, diac 是攻击者 i 的攻击区的半径, djde 为目标 j 的受威胁区的半径.

2.2 部分可观测马尔可夫博弈

在多智能体博弈环境中, 每个智能体不仅要考虑环境的动力学, 而且要考虑其他智能体所采取的

策略. 通常将多智能体博弈过程表征为随机博弈 (stochastic game, SG), 或称为马尔可夫博弈 (Markov

game, MG). 作为一种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框架, 马尔可夫博弈是马尔可夫决策过程在多智能体领域的

扩展 [28]. 在博弈过程中, 每个智能体都观测自己局部的环境状态, 并对其他智能体的动作进行预测.

通过最大化累积折扣奖励, 每个智能体在每个阶段都做出对于其他智能体最优策略的最佳响应.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环境中,所有的无人机同时与环境进行交互,在交互过程中学习各自的策略.基

于每架无人机只能观测到战场的一部分信息, 即信息具有非完全性, 我们将此对抗博弈场景建模为部

分可观测马尔可夫博弈, 可以表示为一个多元组 ⟨S,O1, O2, . . . , ON , A, P,R1, R2, . . . , RN , γ⟩, 具体介绍
如下:

• S: 状态空间, S = [S1, S2, . . . , SN ], 博弈场景中共有 N 架无人机, 无人机 i 的状态为 Si, i =

1, 2, . . . , N .

• Oi: 无人机 i 的可观测状态空间, 包含了从环境中获取的一部分信息.

• A: 联合动作空间, A = A1 × A2 × · · · × AN , 该空间包含所有无人机的所有动作, 其中 Ai 表示

无人机 i 的动作空间.

• P : S × A× S′ 7→ [0, 1] 是状态转移函数. P (s, a, s′) 表示通过联合动作 a ∈ A 从一个状态 s ∈ S

到下一个状态 s′ ∈ S 的状态转移概率, P (s, a, s′) ∈ {0, 1},∀(s, a, s′).

• Ri: 无人机 i 获得的奖励, 表示无人机 i 在状态 s 下根据策略 πi 执行动作 ai 所得的奖励.

• γ: 折扣因子, γ ∈ [0, 1], 用于权衡长期奖励与当前奖励的相对重要度.

无人机 i 的目标是学到一个从观测 Oi 映射到动作空间分布的策略 πi : Oi 7→ P (Ai), 该策略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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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无人机 i 的期望折扣奖励:

Ji(πi) = Ea1∼π1,...,aN∼πN ,s∼T

[ ∞∑
t=0

γtrit(st, a1t, . . . , aNt)

]
.

上述的状态空间 S 和动作空间 A 都是连续的, 所以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属于无限域的部分可观测马

尔可夫博弈.

2.3 集中式训练 – 分布式执行框架

将单智能体强化学习方法直接应用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ARL) 环境的方式称为独立式学习. 独立式学习是最简单的多智能体学习方法, 在这种方式下, 通

过最大化各自的奖励, 每个智能体被独自训练, 而其他智能体被视为环境的一部分. 但这样会破坏环

境的平稳性和马尔可夫性, 不再满足强化学习的这一基本假设. 因此, 在多智能体环境中, 直接为每个

智能体使用单智能体强化学习算法, 将导致算法难以收敛.

为了保持环境的平稳性,可将所有智能体视为一个大智能体,各智能体间充分协同,动作空间为所

有智能体的联合动作空间, 然后使用单智能体强化学习算法训练这个大智能体, 这种学习方式称为集

中式学习 (centralized learning, CL). 这种学习方式不具有扩展性, 因为其动作空间会随着智能体数量

的增加呈指数增加. 并且, 在执行策略期间, CL 的中央策略需要收集每个智能体的观测和动作分布,

这对智能体间的通信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真实世界的多智能体学习环境中,单个智能体往往只能获得局部信息而无法获得完全的环境信

息, 使得智能体必须分布式地执行策略. 另一方面, 使用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方法时, 通常需要事先在模

拟器中训练, 进而部署到真实设备. 在模拟训练过程中, 智能体能够在模拟器中获得一些额外信息来

提升训练,而在执行策略时可以不依赖这些额外信息,只需根据智能体的本地观测生成执行策略.基于

此, 集中式训练 – 分布式执行 (CTDE) 学习框架被创建了出来 [9]. 在 CTDE 框架下, 每个智能体执行

策略时无需其他智能体的动作空间分布信息, 从而避免了环境的非平稳性和非马尔可夫性, 比较适合

多智能体博弈场景下的学习任务.

2.4 奖励函数

为了提高训练的收敛性和稳定性, 结合无人机集群空 – 空对抗的特性, 我们设计了无人机的奖励

函数. 假定红方无人机和蓝方无人机采用相同的奖励函数. 奖励函数包括五部分: 攻击奖励函数、被

威胁奖励函数、干扰奖励函数、被干扰奖励函数、距离奖励函数. 其中, 攻击奖励函数定义为

r1,i,t = λ1,i · sum(wi,t), (7)

wi,t = [w1, w2, . . . , wN− ], (8)

其中, λ1,i (λ1,i > 0) 是攻击奖励函数的权重, wi,t 是被无人机 i 攻击到的敌机的 ID 独热 (one-hot) 编

码向量, N− 为敌方无人机总数. 利用 one-hot 编码, 可以方便地确定敌机的 ID 信息. 对抗过程中应

避免被敌方威胁到, 所以被威胁奖励函数值为负值, 其奖励函数定义为

r2,i,t = −λ2,i · sum (ui,t) , (9)

ui,t= [u1, u2, . . . , uN−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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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λ2,i (λ2,i > 0) 是被威胁奖励函数的权重, ui,t 是威胁到无人机 i 的敌机的 ID 独热编码向量. 对

抗过程中向敌机施加干扰会影响敌机的正确决策, 从而提升己方胜率, 干扰奖励函数定义如下:

r3,i,t = λ3,i · sum(bi,t), (11)

bi,t = [b1, b2, . . . , bN− ], (12)

其中, λ3,i (λ3,i > 0) 是干扰奖励函数的权重. bi,t 是被无人机 i 干扰到的敌机的 ID 独热编码向量. 在

干扰敌机的同时也要避免被敌机干扰, 将受到干扰视为一种惩罚, 奖励值为负数, 则被干扰奖励函数

定义为

r4,i,t = −λ4,i · sum(ci,t), (13)

ci,t = [c1, c2, . . . , cN− ], (14)

其中, λ4,i (λ4,i > 0) 为被干扰奖励函数的权重, ci,t 是干扰到无人机 i 的敌机的 ID 独热编码向量信

息. 为了避免稀疏奖励问题, 我们引入距离奖励作为引导型奖励, 对总体奖励进行动态调整, 距离奖励

函数定义为

r5,i,t = −λ5,i ·min

(√
(xi,t − xj,t)2 + (yi,t − yj,t)2, j ∈ ΓN−

)
, (15)

其中, λ5,i (λ5,i > 0) 是距离奖励函数的权重, ΓN− 是无人机 i 的敌方无人机集合. 通过距离奖励的调

节, 使得无人机 i 优先考虑最近的敌机, 引导它专注于最优目标, 避免它在不同目标之间来回切换. 最

后, 将上述五项奖励求和, 从而得到无人机 i 在时刻 t 的即时奖励为

ri,t = r1,i,t + r2,i,t + r3,i,t + r4,i,t + r5,i,t. (16)

3 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算法

3.1 去中心化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Dec-DDPG)

DDPG 是确定性策略梯度 (DPG) [29] 的改进版本, 它是一种基于行动器 – 评判器 (actor-critic,

AC)架构的异策略 (off-policy) DRL模型,可应用于连续空间的单智能体学习任务,其中 actor和 critic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来近似. 策略网络称为 actor 网络, Q 值网络称为 critic 网络. 在独立学习中, 所有

智能体的学习都是独立的, 每个智能体的策略评估和策略改进仅由其自身的状态和动作决定, 所以独

立学习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学习范式. 在多智能体环境中, 将独立学习与 DDPG 结合就得到去中心化

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decentralized deep deterministic policy gradient, Dec-DDPG) 算法.

Dec-DDPG 引入了经验重放缓冲机制, 将先前的训练轨迹存储在经验重放缓冲区中, 用经验重放

缓冲区的样本去更新 critic 网络, 样本包含了除当前策略之外的轨迹, 从而提高了样本的利用效率. 并

且引入目标网络 (target network) 使训练过程更加稳定, 算法更易收敛.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场景中, 无

人机的状态和动作空间是连续的, 可以应用 Dec-DDPG来训练每架无人机.我们将在实验仿真部分探

索 Dec-DDPG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的性能.

3.2 去中心化的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Dec-SAC)

针对某些实际任务中的连续动作空间问题, Haarnoja等 [17] 提出了基于最大熵的柔性行动器 –评

判器 (SAC) 方法, 该方法在无模型连续控制领域取得了不错的采样效率和稳定性, 也可以容易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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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复杂的高维任务. 最大熵思想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优点: 首先, 鼓励智能体到更广阔的空间

开展探索, 同时放弃明显没有希望的途径; 另外, 策略能够捕获到多个接近最优的行为. 由于采用了最

大化熵机制, SAC 能同时优化累计奖励和策略熵. 在执行任务期间, 策略分布因策略熵的提高呈现出

更大的随机性, 有助于提高探索能力和鲁棒性. SAC 采用 actor-critic 架构, 并利用了重放缓冲区中存

储的经验数据. 与其他异策略算法相比, SAC 的稳定性更好. 将 SAC 与独立学习方法结合, 就得到去

中心化的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decentralized soft actor-critic, Dec-SAC) 算法.

由于使用了 AC 架构, Dec-SAC 拥有独立的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 Dec-SAC 使用异策略方式, 能

高效且重复地利用以前收集的轨迹数据; Dec-SAC 使用最大化熵思想, 提高了算法的稳定性和探索能

力. 我们将在实验仿真部分探究 Dec-SAC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的性能.

3.3 多智能体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 (MADDPG)

采用 Dec-DDPG 进行学习, 智能体只能通过局部观测进行评估和决策, 环境是非平稳的, 这导致

critic 网络的评估不准确以及 actor 网络的决策能力低下. 但在模拟训练期间, 智能体有时可以无障碍

地获得额外的信息,并以此缓解环境的非平稳性. 鉴于此, Lowe等 [9] 提出了多智能体深度确定性策略

梯度 (MADDPG) 算法, 同时提出集中式训练 – 分布式执行 (CTDE) 框架并应用于 DDPG 算法. 与

Dec-DDPG 不同, 对于采用 MADDPG 的每个智能体, 在集中训练期间, critic 网络从所有智能体收集

状态 – 动作对 (state-action pair), 从而获得全局信息用于评估; 在分布执行期间, actor 网络仅使用自

己的本地观测进行决策,无需获取其他智能体的额外信息,从而降低了复杂性. MADDPG兼备 CTDE

和 DDPG 的优点, 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多智能体 DRL 算法. 我们将在实验仿真部分探索 MADDPG 在

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的表现.

3.4 多智能体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MASAC)

我们利用 CTDE 学习框架, 将 SAC 算法扩展到多智能体连续任务领域, 提出多智能体柔性行动

器 – 评判器 (MASAC)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 这是一种无模型的异策略学习方法, 可以在高维连续动作

空间中对多个智能体进行训练.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 由于每架无人机的观测信息不同, 对

行为的评判也不同, 所以为每架无人机都设计一套 actor-critic 网络架构. 融合 CTDE 框架, 在集中式

训练阶段, 每架无人机的 critic 网络都能获取所有无人机的状态与动作信息, 比分布式训练具有更高

的采样效率,其输出是对全局对抗态势的评估,避免了单架无人机非完全观测信息的缺陷;而在分布式

的策略执行阶段, 忽略 critic 网络, 只需 actor 网络控制各自策略的执行, 降低了算法的复杂度.

MASAC 的目标是找到一组随机策略向量, 鼓励无人机在尽可能广阔的范围探索, 避免陷于局部

最优, 以获得全局最大化的累积奖励和策略熵, 其目标函数表示为

J(πi) =
∑

Eoi∼ρθ,ai∼πi [R(oi, ai) + αH(πi(· | oi))], (17)

π∗ =

{
argmax

πi

J(πi), i = 1, 2, . . . , N

}
, (18)

其中, 温度参数 α 用来控制奖励和熵的相对重要性, 当 α→ 0 时, J(πi) 恢复为标准 MARL 的目标函

数形式. 由此目标函数可推导出一种集中式 Q 值学习方法, 称为集中式柔性 Q 值 (centralized soft-Q,

CSQ). CSQ 学习方式可表示为

Qsoft
i (o, a)← ri + γEo′∼ρθ

[
V soft
i (o′)

]
, ∀o, 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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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oft
i (o)← α log

∫
A

exp

(
1

α
Qsoft

i (o, ã)

)
dã, ∀o. (20)

于是对于每个智能体, 式 (18) 的最优策略可由下式给出:

π∗
i (oi, ai) = exp

(
1

α

(
Qsoft∗

i (o, a)− V soft∗

i (o)
))

. (21)

为了提高智能体探索和寻找全局最优的能力, 并能捕获多个接近最优的行为, 可采用拟合分布来稳定

训练并提高性能 [30], 即最小化从策略分布到 CSQ 分布的 KL (Kullback-Leibler) 散度. 于是最优策略

可表示为

π∗
i = argmin

π′
i

Eoi∼D

[
DKL

(
π′
i(·|oi)

∥∥exp( 1
αQ

soft
i (o, ·))

Zi(o)

)]
, (22)

其中, 配分函数 Zi(o) =
∫
A
exp(α−1Qsoft

i (o, ã))dã = exp(α−1V soft
i (o)). 此处的配分函数用来归一化

CSQ 分布, 并提高策略的性能.

critic 网络的目标是拟和联合状态 – 动作对的价值函数. 为了防止自举产生过高估计, 这里的 Q

网络被设计为结构相同但参数不共享的伪孪生网络. 伪孪生 Q 网络的损失函数为

L(µi,j) = Eo,a,ri,o′ [(Q
soft
i,j (o, ai, a−i;µi,j)− y)2], j = 1, 2, (23)

y = ri + γmin
j=1,2

Q̄soft
i,j (o′, a′; µ̄i,j)|a′=π(o′;θ), (24)

其中, µ̄i,j 是伪孪生 Q 网络中的目标网络参数, 是由 critic 网络参数 µi,j 通过柔性更新得到的滑动平

均值.

为每架无人机设定一个参数化策略 πi(ai | oi; θi), 其策略网络即 actor 网络, 可以通过梯度下降最

小化目标函数来学习. 目标函数表示为 KL 散度的期望:

Jθi(πi) = Eoi∼D

[
DKL

(
πi(· | oi; θi)∥

exp( 1
α minj∈{1,2} Q

soft
i,j (o, ·;µi,j))

Zi(o;µi,j)

)]
, (25)

其中, Zi(o;µi,j) 用于归一化 CSQ 分布, 它对策略梯度没有贡献, 故计算梯度时可忽略. 用神经网络表

示伪孪生评判网络的归一化 CSQ 分布, 可以使用重新参数化技巧, 以产生较低的方差估计, 从而提高

稳定性. 重新参数化可表示为

ai = fθi(εi; oi), (26)

其中, εi 是输入噪声向量, 对于连续空间一般采用高斯 (Gauss) 分布或 Beta 分布, 此处的输入噪声向

量采用高斯分布. Zi(o;µi,j) 和动作 ai 之间不相关, 其梯度在计算时为 0, 在重写目标函数时可省略.

于是式 (25) 变换为

Jθi(πi) = Eoi∼D,εi∼N

[
log πi(fθi(εi; oi)|oi; θi)− min

j∈{1,2}
Qsoft

i,j (o, ai, a−i;µi,j)|ai=fθi (εi;oi)

]
. (27)

从而得到目标函数的梯度为

∇θiJθi(πi) = ∇θi log πi(ai|oi; θi) + (∇ai log πi(ai|oi; θi)

−∇ai min
j∈{1,2}

Qsoft
i,j (o, ai, a−i;µi,j)|ai=fθi (εi;oi)

)∇θifθi(εi; oi), (28)

其中, ai 由 fθi(εi; oi)生成. 这种无偏梯度估计是对MADDPG的确定性策略梯度的一个扩展. MASAC

的主要流程如算法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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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1 MASAC algorithm

Input: Initial policy network parameter θ, twin critic network parameters µ1, µ2, µ̄1, µ̄2, temperature parameter α, target

smoothing coefficient τ , replay buffer D, the number of UAVs N , the number of episodes M , and maximum episode

length T .

1: for episode = 1:M do

2: Reset the UAV swarm non-cooperative game environment;

3: for time step t = 1:T do

4: for UAV i = 1:N do

5: Obtain observe state oi,t, and select action ai,t = πθi (·|oi,t)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network;

6: end for

7: Execute joint actions a = (a1, a2, . . . , aN );

8: Obtain next observation ot+1, the reward rt+1, and the finish sign dt;

9: Store the experience (ot, at, rt, ot+1, dt) into replay buffer D;
10: if all dt is True then

11: Reset the environment;

12: end if

13: if the network updating time step arrives then

14: for UAV i = 1:N do

15: Sample a mini-batch of K experiences {(ok; ak; rk; ok+1; dk)} uniformly from D;
16: Compute the TD error of soft-Q functions:

17: yi = ri,k+1+γ(1+di,k)( min
j=1,2

Q
j

i,µ
j
i

(ok+1, ãk+1)−α log πθi (ãi,k+1|oi,k+1))
∣∣
ãl,k+1=πθl

(fθl
(εl,k+1;ol,k+1)|ol,k+1)

;

18: Update the MSE loss function of the critic network:

19: ∇µi,jL(µi,j) = ∇µi,j
1

|K|
∑
k
(Qj

i,µ
j
i

(ok, ai,k, a
−i
k )− yi)

2
, j = 1, 2;

20: µj
i ← µj

i − βµ · ∇µi,jL(µi,j), j = 1, 2;

21: Updat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actor network:

22: ∇θiJ(θi) = ∇θi
1

|K|
∑
k
( min
j=1,2

Qj

i,µ
j
i

(ok, ãi,k, ã
−i
k )− α log πθi (ãi,k|oi,k)ãl,k=π(fθl

(εl,k;ol,k)|ol,k));

23: θi ← θi + βθ · ∇θiJ(θi);

24: Update the twin critic network parameters:

25: µ̄j
i ← (1− τ) · µ̄j

i + τ · µj
i , j = 1, 2;

26: end for

27: end if

28: end for

29: end for

Output: Policy distribution of all UAVs πθ.

4 仿真结果与分析

4.1 参数设置

我们以开源的多智能体粒子环境 (multi-agent particle environment, MPE) [9]1)为基础, 在二维连

续空间建立一个多无人机对抗博弈环境, 其中有 4 架红方无人机与 8 架蓝方无人机进行非对称式的

空 –空对抗 (4 vs. 8). 假定所有无人机的参数是相同的,具体的无人机参数如表 1所示. 另外, 行动器

– 评判器框架、深度神经网络模型中用到的超参数如表 2 所示.

1) https://github.com/openai/multiagent-particle-en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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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人机参数列表

Table 1 List of parameters of UAVs

Parameter Value Parameter Value

Number of red UAVs 4 Maximum interference radius 0.7

Number of blue UAVs 8 Maximum detection radius 0.6

Maximum attacking angle 90◦ Maximum acceleration 2.0

Maximum threatening angle 90◦ Maximum speed 5.0

Maximum attacking radius 0.3 Maximum roll angle 30◦

Maximum threatening radius 0.3 Maximum course angle 180◦

表 2 超参数列表

Table 2 List of hyperparameters and their values

Parameter Value Parameter Value

Maximum number of episodes 10000 Experience replay buffer size 1E+6

Maximum length of episodes 200 Network update frequency 10

Learning rate of the actor 1.5E−4 Target smoothing update coefficient 5E−4

Learning rate of the critic 3E−4 Optimizer Aadm

Discount factor 0.99 The number of network layers 4

Batch size 256 Activation function ReLu

Temperature parameter α 0.2 Number of neurons in hidden layer 128

4.2 评估指标

为了评价各 MADRL 方法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的表现, 本文引入三个评价指标: 平均累

积奖励 ηMAR、平均命中率 ηMHR 和平均胜率 ηMWR.

强化学习的目的是最大化累积折扣奖励,所以通过最大化累积奖励可以对红方和蓝方无人机进行

训练. 我们采用所有无人机的平均累积奖励 ηMAR 作为评价指标, 其定义为

ηMAR =
1

|B|

|B|∑
b=1

N∑
i=1

Ri, (29)

其中, |B| 是对抗回合总数, N 代表无人机总数, Ri 是第 i 架无人机的累积奖励.

奖励提升并趋于收敛代表无人机学到了稳定的策略, 但并不一定代表学到的策略是最优的. 为了

更加精确地评估对抗策略的质量, 基于对抗双方都在争取命中对手的事实, 命中敌方无人机数量的多

少就可以反映对抗策略的优劣. 我们引入平均命中率 ηMHR 来表示策略的质量, 其定义为

ηMHR =
1

|B|

|B|∑
i=1

hi

N− , (30)

其中, |B|是对抗回合总数, N− 代表敌方的无人机总数, hi 是第 i回合中命中对手的次数. 显然, ηMHR

的值越高, 所学策略的质量就越好.

对于每一个对抗回合,消灭对方全部的无人机才算获胜.红蓝双方对抗的最终目标是获胜.获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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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越多, 学到的对抗策略越好. 我们引入平均胜率 ηMWR 作为对抗策略的终极评价指标, 其定义为

ηMWR =
1

|B|

|B|∑
i=1

Ii, Ii =

 1, all opponents are killed,

0, otherwise,
(31)

其中, Ii 代表第 i 回合双方的对抗结果, Ii = 1 表示己方获胜. 可以看出 ηMWR 的值越高, 学到的对抗

策略就越好.

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平均累计奖励反映了模型优化的效率, 是反映强化学习算法性能的关键指标. 为了研究 MASAC

在平均累计奖励方面的表现, 我们设定 4 架红方无人机始终采用 MASAC, 8 架蓝方无人机分别采用

MASAC, Dec-SAC, MADDPG, Dec-DDPG 与红方进行对抗博弈. 下文将用形如 “R: MASAC vs. B:

Dec-SAC” 的格式表示红方 (red) 无人机使用 MASAC 方法, 蓝方 (blue) 无人机使用 Dec-SAC 方法,

其他方法的表示与之类似. 从图 3 可以看出, 每个曲线的平均累计奖励 ηMAR 值都随着训练回合数

(episode) 的增加而提高并趋于收敛, 收敛表明达到了马尔可夫博弈均衡, 也表明无人机学到了稳定的

对抗策略. 尤其当红蓝双方均使用 MASAC 时能获得最大的 ηMAR, 表明采用 MASAC 能使得对抗双

方达到收益更高的博弈均衡点. MASAC 在集中式训练阶段能收集来自其他无人机的额外信息, 弥补

了单架无人机只能观测到局部信息的缺陷. 每架无人机都可以在训练中根据伪孪生网络的全局估计

值修正自己的策略, 使得环境具有平稳性, 从而在训练到 3000 回合时收敛. 同时, MASAC 采用了最

大化熵框架, 扩展了探索范围, 从而能收敛到对抗双方收益更高的博弈均衡. 也可以看出 MASAC vs.

Dec-SAC 在收敛时的奖励虽然略低于 MASAC vs. MASAC, 但其收敛速度更快, 在训练到 1000 回合

时就趋于收敛. 另外, 红蓝双方均含有 SAC 机制 (MASAC vs. MASAC, MASAC vs. Dec-SAC) 的收

敛速度均明显快于其他两种情形, 表明 SAC 机制有利于加速对抗双方平均累计奖励的收敛.

平均命中率是表征对抗博弈策略具体收益的重要指标, 能更加精确地反映对抗策略的内在质量.

我们仍设定 4 架红方无人机始终采用 MASAC, 8 架蓝方无人机分别采用 MASAC, Dec-SAC, MAD-

DPG, Dec-DDPG. 图 4 绘制了红方无人机的平均命中率 ηMHR 曲线, 可以看出 MASAC vs. MASAC,

MASAC vs. Dec-SAC, MASAC vs. Dec-DDPG均能随着训练的进行较好地趋于收敛,尤其当 MASAC

vs. Dec-DDPG 时, 红方无人机能收敛到一个接近 0.8 的平均命中率. 这表明即使在以少打多的情况

下, MASAC 仍能学习到较高命中率的策略.

平均胜率反映了红蓝双方对最终目标的完成率,是评价无人机集群对抗策略的终极指标.同样,我

们设定 4 架红方无人机始终采用 MASAC, 8 架蓝方无人机分别采用 MASAC, Dec-SAC, MADDPG,

Dec-DDPG.由于是以少对多的非对称性对抗, 双方的平均胜率不相同.我们对红方平均胜率 (图 5(a))

和蓝方平均胜率 (图 5(b)) 分别进行展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 随着训练回合数的增加, 除 MASAC vs.

MADDPG 外, 红蓝双方的平均胜率 ηMWR 最终都基本趋于稳定, 表明无人机可以学习到有效的策略.

特别地, 双方同时使用 MASAC 时, 红蓝双方的平均胜率都最大, 表明博弈双方均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即对抗博弈能收敛到更好的博弈均衡点. 对于 MASAC, 集中式训练考虑了所有无人机观测到的全局

信息,使得每架无人机都能获得其他无人机的动作和状态信息;同时, MASAC的最大化策略熵架构提

高了无人机探索的随机性和稳定性, 使得无人机能够在连续作战环境中更广泛、更有效地探索, 可以

捕获到多个接近最优的行为; 另外, 所有无人机都是理性的, 它们都能够理性地决策, 使得训练最终能

收敛到均衡策略. 因此, 对抗双方都采用 MASAC 时, 双方都达到了收益更高的博弈均衡点.

最后, 为了保证 MASAC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任务中的实用性, 我们进一步分析 MASAC 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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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所有无人机的平均累积奖励

Figure 3 (Color online) The mean accumulated reward
of all UAVs

图 4 (网络版彩图) 红方无人机的平均命中率

Figure 4 (Color online) The mean hit rate of red UAVs

12

10

8

6

4

2

0

η
M

W
R

η
M

W
R

100

80

60

40

20

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Episode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Episode

R:MASAC vs. B:MASAC

R:MASAC vs. B:Dec-SAC

R:MASAC vs. B:MADDPG

R:MASAC vs. B:Dec-DDPG

R:MASAC vs. B:MASAC

R:MASAC vs. B:Dec-SAC

R:MASAC vs. B:MADDPG

R:MASAC vs. B:Dec-DDPG

(a) (b)

图 5 (网络版彩图) 无人机的平均胜率. (a) 红方; (b) 蓝方

Figure 5 (Color online) The mean win rate of red (a) and blue (b) UAVs

抗博弈环境中的收敛性. 我们设定对抗的红蓝双方均使用 MASAC.首先分析红方的 4 架无人机, 图 6

展示了红方无人机在训练过程中 actor 与 critic 网络的主要指标. 在图 6(a) 中, 平均累计奖励曲线在

训练前期表现出明显的波动. 表明前期存在一个纯粹的探索和数据收集阶段, 此时经验回放缓冲区的

数据太少, 还难以代表完整的环境. 此时更新 actor 网络会导致新的策略分布与重放缓冲区中存储的

数据分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使得 critic 网络的梯度更新偏差过大, 从而导致训练前期存在明显波动.

但随着训练的进行, 4 架无人机的奖励曲线都将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值, 表明 MASAC 能保证红方的无

人机学习到稳定的策略.图 6(b)和 (c)显示 critic-1和 critic-2网络的损失函数曲线是一致的且都趋于

稳定, 表明两个完全对称但参数不共享的伪孪生 critic 网络可以较好地降低对 Q 值的过高估计. 另外,

可以看出每架无人机的 actor 网络的目标值 (图 6(d)) 与其柔性 Q 值 (图 6(e)) 呈相反趋势. 这是由于

每架无人机的 actor 网络的目标值是来自 critic 网络输出的 CSQ 值. 图 6(f) 显示了从经验回放缓冲

区批量随机采样得到的平均奖励. 可以看出, 随着更新次数的增加, 采样得到的奖励也逐渐增大, 表明

从经验回放缓冲区中采样到的轨迹数据越来越好, 对伪孪生 critic 网络的梯度更新越来越准确,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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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6 (网络版彩图) 红方的 actor 和 critic 网络指标. (a) 平均累计奖励值; (b) critic-1 的损失函数值;

(c) critic-2 的损失函数值; (d) actor 的目标值; (e) 平均柔性 Q 值; (f) 重放缓冲区批量采样的平均奖励

Figure 6 (Color online) Actor and critic network indicators of red UAVs. (a) The mean accumulative reward; (b) the

loss function value of critic-1; (c) the loss function value of critic-2; (d) the objective value of the actor; (e) the mean soft-Q
value; (f) the mean reward of batch samples from the replay buffer

(a) (b) (c)

(d) (e) (f)

图 7 (网络版彩图) 蓝方的 actor 和 critic 网络指标. (a) 平均累计奖励值; (b) critic-1 的损失函数值;

(c) critic-2 的损失函数值; (d) actor 的目标值; (e) 平均柔性 Q 值; (f) 重放缓冲区批量采样的平均奖励

Figure 7 (Color online) Actor and critic network indicators of blue UAVs. (a) The mean accumulative reward; (b) the
loss function value of critic-1; (c) the loss function value of critic-2; (d) the objective value of the actor; (e) the mean soft-Q

value; (f) the mean reward of batch samples from the replay buffer

保证了 MASAC 算法的最终收敛.

另外, 我们也展示了 8 架蓝方无人机的 actor 和 critic 网络的主要指标 (图 7). 从中可以看出, 8

架蓝方无人机和 4 架红方无人机的指标演化趋势非常类似. 进一步验证了 MASAC 算法在无人机集

群对抗博弈环境中的收敛性.

从上述实验及分析可以看出: MASAC 使用伪孪生 critic 网络可以避免过高的 Q 值估计; 使用最

大化策略熵机制能更广泛和稳定地探索连续动作空间, 保证对抗博弈在收益更高的均衡点收敛; 使用

异策略能有效利用经验回放缓冲区中的轨迹数据;使用集中式训练能有效降低单架无人机局部观测造

2266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第 52 卷 第 12 期

成的信息有缺失问题. MASAC 的这些特点保证了它在无人机集群复杂对抗博弈任务中的实用性.

5 结论

针对无人机集群的复杂对抗环境, 受集中式训练 – 分布式执行框架和最大化策略熵思想的启发,

本文将 SAC 方法拓展到多智能体领域, 提出一种基于非完全信息的多智能体柔性行动器 – 评判器

(MASAC) 深度强化学习方法, 并将其应用于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场景中. 结合无人机集群的实战特

性, 设计了面向无人机集群对抗的奖励函数, 建立基于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的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

模型. 搭建连续空间的多无人机对抗环境, 对红蓝双方无人机集群的非对称性对抗进行仿真实验. 实

验结果表明 MASAC比现有流行的 MADRL方法在平均累计奖励、平均命中率、平均胜率方面都更具

优越性. 利用 MASAC 的最大化策略熵机制, 无人机能更广泛、更稳定地在非线性连续动作空间中探

索,加快训练的收敛速度,且可以捕获多个接近最优的行为,使得对抗的红蓝双方能收敛到收益更高的

博弈均衡点; MASAC 的集中式训练机制能有效解决无人机局部观测造成的信息有缺失问题; MASAC

的异策略学习方式能充分利用经验回放缓冲区中的无人机历史对抗数据, 提高训练时的采样效率. 这

些能力保证了 MASAC 在无人机集群复杂对抗智能决策方面的实用性.

无人机集群对抗博弈环境中往往存在多种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异质无人机集群的对抗博弈是下

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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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the intelligence level of UAV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uster control

technology, the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method of UAV cluster confrontation will become the key technology

of UAV combat in the future. The UAV cluster confront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of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dimension, non-linearit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continuous action space, and so on.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deep learning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has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has shown a great ability to solve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In this paper, enlightened by the multi-agent centralized training distributed execution framework

and the idea of maximum policy entropy, we propose a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ethod of the multi-agent

soft actor-critic (MASAC)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 game model for UAV cluster confrontation based on

multi-agent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s established, and a continuous space multiple UAV combat environment

is constructed.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re performed on the asymmetric confrontation of UAV clusters with red

and blue team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MASAC outperforms the existing popular multi-agent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ethods, making the game players converge to a higher return equilibrium point of the

game. Moreover, the convergence of MASAC is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extensivel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SAC is of good convergence and stability, ensuring the practicability of MASAC in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UAV cluster confrontation.

Keywords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ulti-agent, confrontation game, MASAC, UAV clu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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