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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任务规划的协同服务框架的研究与设计

刘光耀 1 杨慧 1 董文莉 1 郭弋 1

摘 要 针对任务规划中缺乏协同交互、信息共享等工具手段,并根据规划过程的统一性、开放性、动态性、层次性等特征,提
出了智能的面向任务规划的协同服务的模型框架,引入了任务空间、单元、执行体、信息仓库等概念,探讨了基于知识的智能
协同,并给出了一种任务规划协同服务框架的架构设计.该模型框架和设计架构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复用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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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lack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he mission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unity, openess,
dynamics and hierarchy of collaborative mission planning process, the intelligent model of mission planning oriented collaborative
services framework is proposed. Concepts of task-space, work-unit, execution-body and information warehouse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is discussed. Then the architecture of a collaborative task planning services framework
design is given. The model and design framework have good scalability, reus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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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的航天研究与发展咨询组在 NO.296号报
告中认为: 任务规划系统是一种运用可获得的相关
信息,以一种理想的或近似理想的方法计划一个任
务以达到某种目标的信息系统.
任务规划系统即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采集、

存储的各种情报进行分析,辅助制定任务计划的系
统[1−2]. 任务规划系统根据任务需求,采集作战需要
的各种情报信息,分析战场威胁环境,为任务规划人
员制作并提供威胁分析、行动路径规划、地理环境、

资源消耗、武器使用等决策依据.
文献 [3−5]提出了任务规划的协同的分层结构、

方法以及度量模型；文献 [6]提出任务规划的高效协
同技术；文献 [7]提出面向协作式网络化的作战计划
生成过程模型；文献 [8−9] 提出协同设计环境体系
结构及冲突消解理论与方法.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任务规划技术提供了飞速发

展的基础.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费根鲍姆
在第五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提出知识工程的

概念,认为 “知识工程是人工智能的原理和方法, 对
那些需要专家知识才能决绝的应用难题提供求解

的手段恰当运用专家知识的获取、表达和推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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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与解释,是设计基于知识的系统的重要技术
问题”. 在知识工程的推动下涌现出了一批成功的专
家系统, 如医药专家系统 MYCIN 和探矿专家系统
PROSPECTOR等.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兴起,
利用数学模型和大数据量的训练求解非确定解的问

题开启了第二次人工智能浪潮.例如 IBM 的深蓝系
统、谷歌的 ALPHAGO系统等.但这种人工智能只能
解决可建模、可学习的问题,在有限的目标中求解,
而且得到的是可接受的解,但不保证是最优解,并不
适用于任务规划协同多因素复杂问题.目前国内还
没有开展智能规划任务规划知识图谱的研究工作.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智能协同规划框架,充分利

用各种资源和信息,将各种资源组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极大地提高网络化的整体任务协同能力,同时可
按照具体环境的变化智能地分配调整各任务主体的

行为,从而更好地完成整个任务.这些智能协同工作
涉及大量的协同计算、协同行为和知识构建工作,需
要提供基于知识的智能协同规划架构,为协同任务
规划提供基础和前提.

1 任务规划系统的协同需求

1.1 任务规划系统的协同服务需求

协同是指不同的力量, 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多级结构之间进行交互、同步、计算的行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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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过程.
任务规划系统的协同服务能力用于实现引导参

与作战行动的各专业在同一信息仓库上进行交互式

规划,以迭代的方式同步推进任务规划过程,满足协
同成员在规划分析、计划制定时缺少协同交互、信

息共享等工具手段的需要.

1.2 任务规划系统协同服务的特征

任务规划系统的协同服务主要体现以下特征:
1)统一性.协同规划需要提供共享、统一的规划

数据模型,并按照权限管理各成员对规划数据进行
的操作,维护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正确性.

2)开放性. 在协同规划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资源
或应用加入或已有应用系统及资源的退出,这种异
构系统的动态集成和互操作性要求系统具有良好的

开放性.
3)动态性. 协同规划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

规划过程中不断有人员动态参与和离去,需要协调
成员之间的工作,并管理成员的进入和退出.

4)层次性. 首先,任务分配具有层次性,任务可
以分解成子任务直至原子任务,最终形成任务树. 再
次,规划产品由概要计划至详细计划也具有层次性.

1.3 任务规划系统协同过程建模

借鉴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制定流程[10],提出任务
规划协同过程模型. 任务规划系统的协同规划用于
设计各力量间协同方法,细化得到平台、武器/传感

器/通信/电子战使用的时间、空间要求,支持各分队
以任务协同需求为基础,综合考虑任务执行时间、态
势、气象条件等因素,进行概要规划和详细计划,从
时间、空间等方面确定协同关系及要求.
协同规划过程主要包括任务分解、协同需求分

析、协同约束检查、概要和详细计划制定以及计划

合成几个阶段.
任务分解阶段,将出动兵力划分为多个分队,并

确定主攻击分队和协同任务分队.
协同需求分析阶段, 以主攻击分队为核心, 向

其他协同分队提出协同需求,包括武器使用需求等,
并对需求进行量化, 最后, 把需求分析成具体的指
标参数.
协同约束检查阶段, 是在各协同任务分队完成

单分队协同需求约束检查并提交检查结果后,统一
检查分队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冲突,若有冲
突则返回协同需求分析阶段,否则进入概要计划制
定阶段,生成概要计划并输出.
计划合成阶段, 根据概要计划完成详细计划制

定后,对详细计划进行合成.

图 1 协同过程模型

1.4 协同规划智能性需求

面向任务规划的协同需要按照环境和资源的变

化智能地分配调整任务实体的任务,从而更好地完
成整个任务.协同工作涉及大量的协同计算、协同行
为、人员管理和知识构建工作,需要提供基于知识层
的联合智能协同规划架构,为智能协同规划提供基
础和前提.
因此, 需要对基于知识的智能协同规划架构进

行研究, 为智能协同规划提供知识支撑, 提供任务
规划的知识图谱[11],针对任务规划决策知识匮乏等
制约任务协同水平的问题,利用全域数据、广泛关
联、深度融合的知识图谱思维,充分挖掘大数据潜
能,实现任务协同规划知识自动获取和智能检索能
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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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任务规划的协同模型

在这里, 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任务空间的任务
规划系统的协同模型. 基于任务空间的协同模型一
般具有如下的场景: 各方面的作战资源或力量作为
任务规划单元组织在同一任务规划空间内,可以在
同一任务规划空间中,进行信息的共享和交互. 任务
规划空间中的人们应能够通过消息交互以及文档共

享等方式进行任务分解、需求分析、约束检查、计划

生成、计划合成等活动.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提取以下若干的元素:任务

规划空间、规划单元、规划执行体、产品对象以及信

息仓库. 这 5个元素构成了基于任务空间的任务规
划协同模型的基本元素.

2.1 基本元素的定义

任务规划空间是协同规划的环境, 它是规划执
行体、单元、数据以及信息仓库的集合.规划单元是
协同规划的参与者,引起了空间中事件的发生. 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规划单元不仅仅是人,还包括了软件.
规划执行体指单元与单元之间进行交互的共享会话,
例如,白板也属于规划执行体的范畴.信息仓库是信
息存储的容器,它是可递归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是普
通的文档,也可以是一系列文档的容器.

2.2 协同工作模型的描述

采用军事信息系统需求工程方法[12−15]和 UML

的描述模型[16],提出协同规划系统模型如图 2所示,
主要包括规划空间、规划单元、规划执行体、规划产

品对象和信息仓库.

2.2.1 规划空间

任务规划空间是协同工作活动的环境. 它是规
划单元 (unit)、规划执行体 (execution)、产品对象以
及信息仓库 (warehouse)的集合.空间中会有一个信
息仓库,它用来存储规划单元的数据. 规划空间还会
有空间的拥有者.空间也会存有规划单元的列表.

2.2.2 规划单元

规划单元代表空间中的参与者, 它包括人和软
件代理. 它与规划单元参加的空间以及空间中的规
划执行体相关联. 每个规划单元承担一个或者多个
角色.规划单元应包含它所在的缺省的空间以及它
初始所要加入的空间. 每个规划单元拥有一个信息
仓库,用来存储文档和数据.

2.2.3 规划执行体

规划执行体是多规划单元共享的会话. 它被规
划单元用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通讯或者进行数据同

步共享.
规划执行体允许多个单元一起工作在共享产品

对象上. 对于创建规划执行体的单元,必须有可讨论
的会议主题. 因此, 正如会议协调者创建会议一样,
规划执行体的创建者被指定作为执行体的发布者.

图 2 协同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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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执行体创建者可以设置允许自动添加到规

划执行体单元的名单,称为预先批准的出席者,同时
并不限制其他人员加入该执行体.每一个加入到规
划执行体的单元,不管是否预先批准,都被指定为协
作会话订阅者的角色.
规划单元拥有与空间内其他单元共享的产品对

象,规划执行体的创建者确定单元引进产品对象的
权限.

2.2.4 规划产品对象

规划产品对象类似于会议中共享的文档或文档

节点. 规划产品对象的所有者保留对产品对象做出
更改的权利,也赋予其他单元参与更改的权利. 共享
产品对象的所有者承担了规划执行体中产品对象发

布者的角色,其他单元依据请求获得只读共享产品
对象.拥有写入权限的规划单元任意时刻都能添加
或移除产品对象.
每一规划执行体包含一个执行会话对象,主要

包括如下类型: 会话名和描述、所有的单元、所有单
元的会话权限、全部产品对象所有者的列表、所有

规划单元的对象特权、发布者的特权等.

2.2.5 信息仓库

规划空间和规划单元都拥有自己的信息仓库.
信息仓库包含文件夹,文件夹有名字、描述等属性.
文件夹可以是文档的容器,也可以是普通的文档. 规
划单元可以在规划空间中交换文件夹.规划空间中
的文件夹可以和单元自身的文件夹相互移动.文件
夹也可以代表任何类型的信息,例如文本、图形、图
像等.

3 基于知识的智能协同

基于知识的智能协同主要包括 4部分,如图 3所
示, 分别是智能协同规划知识图谱技术、基于知识
的协同交互、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规划协同方案推荐、

基于增量学习的协同规划冲突消解.
智能协同规划知识图谱主要包括基于监督学习

的任务规划知识抽取技术、基于监督学习和深度学

习融合的协同规划时序关系及属性抽取技术、基于

监督学习和深度学习融合的协同规划时序关系及属

性抽取技术,以理论库、案例库为数据源,构建面向

图 3 基于知识的智能协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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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规划协同的知识图谱.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规划协同方案推荐构建基于

意图识别与槽填充的联合训练模型、基于键值对的

深度记忆网的方案推荐模型、基于孪生网的问句语

义匹配模型、基于 Transformer的半生成半复制机
器推荐模型,研究基于知识图谱的规划方案生成技
术,基于知识图谱和案例推理实现智能推荐规划协
同行动.
基于知识的协同交互实现人机一体化的思想,

采用智能 Agent[17−18]充当人与平台的中间体,充分
发挥人与协同规划平台各自的特点,以协同最优为
目标.借助一个既能理解人的思维和行为,又能理解
协同规划行为的中间体,在人与协同规划平台之间
建立一种柔性的耦合关系,将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
事物有机融合.
基于增量学习的协同规划冲突消解技术课题从

特征、行动、方案等层次建立分层.
约束网络之间的映射关系,将任务单元分层分

级,基于增量学习的协同规划冲突消解技术在时域、
空域、频率中检测任务实体内部和之间的运行轨迹

和频率之间的冲突,结合知识图谱中生成的作战策
略和交战规则,采用增量学习的方法,开展协同规划
冲突消解.

4 任务规划协同服务框架设计

4.1 框架结构

面向任务规划的协同服务框架由服务集成框

架、信息交互框架以及协同服务组成,为系统中的通
用组件和专业组件提供运行支撑环境. 任务规划应
用组件统一遵循协同服务框架接口,组件间的关系
通过描述文件进行描述,该描述文件在组件安装时
注册到配置管理中.

4.2 协同规划服务

协作规划服务的 4个主要模块是:
1)事件管理器.
2)协同控制器.
3)协同会话管理器.
4)会话监视器.
协同控制器是所有会话的控制实体.协同控制

器负责读取所有可能会话的核心目录. 当任务单元
要创建或加入规划执行体时,控制器负责创建一个
空白的会话. 协作会话管理器是协作规划服务的关
键模块. 协作会话管理器控制着应用于协同会话的
数据.
事件管理器是指数据发送和接收队列. 协作会

话管理器和协作产品对象会与事件管理器通信用于

数据发送,当有信息或对象数据到达时,事件管理器
会通知协作会话管理器.
会话监控器显示了任务单元和协同会话中其他

任务单元之间的会话状态.

4.3 信息交互服务

信息交互服务为协同规划过程提供可靠的消息

交换能力,为协同规划用户提供通知传递功能,支持
基于主题的消息通知的模式,通过一个用户给同一
议题内的多个用户发送消息.消息交换功能主要包
括队列、主题的可靠传输功能.支持基于队列进行可
靠传输；支持基于主题进行可靠传输,提供 “发布/订

阅” 语义消息交互模式. 提供通知消息丢弃管理功
能,支持基于消息有效期和队列覆盖两种丢弃策略.

图 4 框架设计

4.4 服务集成框架

1)服务集成容器
服务集成容器采用容器组件架构设计,为服务

组件的开发和运行提供支持. 服务集成框架向上集
成服务组件,服务组件调用核心资源,对外提供能力
服务功能.服务集成框架向下集成核心资源,为服务
组件的运行提供基础支撑,核心资源包括分布式交
互功能、日志记录功能、配置查询功能等.

2)服务目录
服务目录为系统内的服务实例的运行、服务实

例的调用提供稳定、可靠、高效的协调功能.主要包
括服务实例注册、服务状态查询、服务状态检测等

功能.服务实例注册功能主要注册服务地址、服务状
态等信息；服务地址解析功能主要通过服务名称向

服务目录请求获取服务实例地址信息；服务状态查

询功能主要通过服务名称向服务目录请求获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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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运行的状态信息；服务状态检测功能主要对服

务实例进行状态检测.

5 结论

在协同任务规划过程中, 各参与规划的资源或
系统的数据语义模型存在较大差异,数据互操作等
方面较难协同,规划过程具有统一性、开放性、动态
性、层次性等特征, 分析了任务规划系统的协同需
求,提出了一种智能的协同任务规划的应用模型框
架,提出了智能协同规划服务框架结构并进行了设
计,该服务框架模型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复用性、
智能性和适应性等,实现知识积累,并基于知识辅助,
可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协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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