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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发生认识论的实体行为建模框架

朱江 1 沈寿林 1 闻传花 1 盖森 1

摘 要 从体现发生认识论的智能起源和认知机理入手,将智能体技术应用到指挥训练系统中,通过建立混合型的智能体框
架,提出不同智能水平的 Agent构建方法,分别应对指挥控制系统中指挥决策模型对智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 “个性分析
＋环境感知＋规则表示” 行动实体模型, “思维认知＋态势理解＋任务匹配” 的指挥实体模型,将智能体的内部决策环,与指挥
控制决策回路建立关联,使得智能体技术可以用来进行指挥控制系统中的指挥决策内容建模和指挥活动建模,为指挥训练提供
较好的解决方案和规则、模型.该研究对提升指挥训练信息系统的模型适应性和应对作战复杂性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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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source of intelligence and mechanism of consciousness by Genetic Epistemology, a combined agent frame-
work is constructed, and there are several agent modeling methods with different intelligence level to meet the demand of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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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行为建模,指的是 “对虚拟环境中虚拟实体
对象所遵循的行为规律的建模”.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
定义,行为建模是指 “对在军事仿真中需要表示的人
的行为或表现进行建模”. 实体可以划分为行动实体
和指挥实体.行动实体对应实际作战单元和装备. 指
挥实体对应指挥员和指挥机关等.
行动实体行为建模难点在于: 作战实体会遵循

战术条令,也会根据保守或激进的个性,产生不同的
作战行为结果.导致实体行为多样,且包含大量有意
志、有目的和有学习能力的人的活动.面对作战中实
体的多样性,和行为特点的互异性,需要刻画的行为
变量众多、关系复杂,刻画行为不切实际和过分简单
化,会导致虚拟兵力过于呆板和教条,不符合真实指
挥员和战斗员的行为.
指挥实体在应对敌我强烈对抗、环境变化频繁、

信息不完整、不确定的环境时,指挥决策往往伴随着

收稿日期 2019-08-26
Manuscript received August 26, 20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1401177)资助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71401177)
1．陆军指挥学院作战实验室江苏南京 210045
1．Operations Research Center, Army Command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45, China

复杂的认知心理活动.指挥决策当前主要依赖现有
的成熟知识,来源于条令、条例和既有经验,模型算
法对完全、确定性信息环境决策较好,面向新决策场
景需要新的知识. 而对认知结构的生成规律不清晰
带来的算法学习能力不足,新知识获取困难等问题,
一旦缺乏解决问题的知识结构,就难以求解复杂决
策问题.导致实体无法自主规划,完成决策任务.
总之,传统建模方法难以对认知域建模[1] ,无法

描述 “人” 的个性、情感、心理、认知对行为的作用,
常常把行为看成僵死、静态的公式,推理过程简单,
行为结果单一,没有考虑约束、偏见或判断误差,难
以反映压力、疲劳、冒险等因素对决策的影响[2−3],
难以刻画高度的主体意识和人类认知活动,难以应
对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发生认识论能够描述具有高度主体意识的实体

行为和受认知心理支配的复杂决策行为.本文引入
发生认识论来解决人的个性、情感、心理、认知等的

描述与建模,进而建模有关 “人” 的行为.后续安排如
下: 首先分析发生认识论的建模原理和机制,然后提
出基于发生认识论的行为建模框架,最后,与现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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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模框架对比,并做简单小结.

1 行为建模框架

行为高度依赖于人的认知, 是在认知驱动下的
行为.所以行为建模要加强对认知域建模,难点在于
如何构建概念逻辑框架.

美国 DMSO (Defens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fice)成立了 “人员行为和指挥决策建模” 专家
组,对逻辑框架和行为表示法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
ASTT -ASCF (Advanced Synthetic Command Forces)
模型引入 “压力”、“疲劳程度”、“训练水平” 及 “个性”
等概念. 美军研制的信息系统中,引入 “脾气”、“习
性”、“思维习惯” 来描述感情特征与行为. PMFSer-
vice集成框架, 以个人认知模型为基础建立统一的
行为体系结构, 描述 “生理”、“压力”、“个性”、“文
化”、“情感” 和 “社会关系” 对决策行为的影响[4−5].
《牛津军事心理学》[6] 中,把最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
引入作战,基于战争实例,阐述了作战心理学、影响
士兵绩效的认知与非认知因素等内容,对构建逼真
的作战实体行为模型都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上述认知框架和模型, 虽然引入了一些认知和

心理的相关概念,为行为建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
存在没有深入结合认知本身的规律,部分概念逻辑
关系不强,对不同类别实体的认知过程没有区分,对
组件化实体行为建模而言存在认知模块不够独立、

规范的问题.

2 发生认识论原理

发生认识论是瑞士科学家皮亚杰关于认识的理

论,核心是运用发生学的方法研究认识的起源、发生
和演化规律的理论[7] .
发生认识论涉及生物学、心理学、认识论、数理

逻辑等领域,作为认识论的最新成果,与传统的认识
论相比,它承认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与主客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人类认识的结构、发生、发展过
程及心理起源,它的主要观点如 “从心理学的桥梁达
到认识的结论”, “认识的形成是适应环境,学习的过
程”, 以及 “认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性”, 比其他认识
论更契合行为建模[8] ,具体意义在于:

1)发生认识论特征之一是强调动作是外显的实
际行动,运算是内化的系统行为.研究了 “运算” 的心
理起源,提供了描述和计算个性、心理的方法.

2)发生认识论特征之二是强调 “认识是一种适
应”, 把认识作为大脑、经验与行为在认识者与对认
识者之间的关系与活动中确定起来的交互作用之结

果.描述了用于解决未知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
3)发生认识论特征之三是强调 “学习的建构作

用”, 阐述了通过学习, “随阶段性的结构演化,能产生
越来越强的逻辑结构” 的优化过程.

3 基于发生认识论的行为建模

图 1左部反映了实体行为的过程. 右部基于发
生认识论的认知过程. 基于发生认识论,我们运用环
境、刺激、信息、学习、进化、认知、适应等概念描

述了认知建构和心理起源的过程,就可以理解行为
的机制和生成过程,并指导实体建模.

对指挥实体、行动实体的隐性认知活动过程加

以观察,基于发生认识论,我们运用环境、刺激、信
息、学习、自然、进化、适应等概念描述了认知建构

和心理起源,进行实体建模,对行动决策、指挥决策、
战法战术的涌现生成分别运用 1)发生认识论 “认识
形成是适应性建构过程” 的理念; 2)研究 “运算” 的
心理起源; 3)运用 “随阶段性的结构演化,能产生越
来越强的逻辑结构” 的认知特性,解决了传统行为建
模难以体现认知建构和心理起源的问题,使仿真实
体接近真实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3.1 基于 “个性分析＋环境感知＋规则表示” 的行
动实体行为模型

行动实体的行为建模,建立了具有属性、个性参
数、行动规则的基本作战实体.
个性把个体的心理行为与物理行为联系在一起.

心理行为是按照个性驱动行为生成机制,认知心理
学的理论下包含 “需要—动机—行为—效果” 的
内部过程.物理行为即作战实体的OODA环过程.即
从感知到判断到选择行动执行的过程.
如图 2所示,围绕行为生成主线,实体在环境的

刺激 (实体感知红外、声音、振动)和考虑赋予任务
情境下 (任务情境知识), 根据训练、实战得到的经
验、规则、条令,结合能力,得到行动按什么步骤做
(行动策略)和行动如何由实体完成 (行动技能)的基
本遵循.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9−11], 由个性可以预测一个

人在给定的环境中的物理行为.对个性建模,可以将
个性抽象成由若干个因素 (指标) 表示,并辅以一定
的权重衡量,结合个性对战术选择的影响,产生行为
的意愿,进行行为选择,并结合规则推理,进行事件
处置.这解决了常用的 “规则” 型实体,因规则有限,
适应性不强,仅能针对事件被动处置,难以适应未知
环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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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发生认识论的认知框架行为生成示意图

图 2 行动实体行为模型

3.2 基于 “思维认知＋态势理解＋任务匹配” 的指
挥实体行为模型

指挥实体行为建模的核心和关键部分是 “决策”
建模. 决策行为是基于思维认知的信息加工过程.
发生认识论描述使人能够思维的系统,采用的认知
机制包括图式理论,描述一种存在于记忆中的认知
结构 (Cognitive Structure)或知识结构图式 (Schema);
采用信息加工理论,描述一种既要加工外部信息,也
要处理内部信息的认知过程; 采用注意力理论, 描
述人的注意力对信息的筛选; 从而产生对行为的指
导[12−16].

图 3中,有一条主线,即指挥决策从信息处理到
自主决策到行动控制的过程. 围绕这条主线,态势理
解、任务匹配等决策工作,都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分析
的基础上. 具体认知心理过程是: 态势理解分析要运
用 “综合” 得到信息,结合学习获得的知识经验进行
分析.任务匹配也是在 “综合” 信息的基础上,根据上

级任务、当前的态势、决策的要求进行,通过思维认
知过程描述,将上级任务转化为 “目标愿望”, 当前的
态势转化为 “实体信念”, 结合考虑 “压力” 条件下的
决策,和指挥员 “理性” 导向 (包含时间、空间、能力、
过程等方面,某指挥员关注分队 XX 时间到达 XX 地
域,就涉及时间、空间约束条件),依靠经验生成一定
的处理 “模式”, 并最终生成 “意图”, 输出作战计划与
作战命令. 这些心理认知机制包括: 信息加工理论、
图式理论、注意力理论、记忆理论、期望价值理论

等. 在进行心理分析基础上进行任务 -能力、目标 -
武器、目标 - 弹药以及任务 - 实体的自主匹配和规
划,实现了指挥实体任务和目标的自动分配;除了从
军队条令条例以及相关指挥人员的经验中获取,还
通过强化学习方法获取针对环境和态势的决策控制

知识,优化任务匹配方案.以使己方获得最大效益.
这样指挥实体能自主决策、自主行动,解决了作

战任务多样、武器装备多型、目标特性复杂、作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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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易变、不完全信息等特性下的任务分配与行动规

划的自动决策难题.提高了指挥行为在对抗过程中
的自适应性和动态性.

4 基于 Agent的模型实现

Agent是指在分布式系统中那些具有自主性、
交互性、反应性、主动性等特征的活着的计算实体.

Agent建模方法能提供一些成熟的智能表示和决策
框架以及软件的范式,在建模指挥实体和行动实体
时具有天然的优势. 比如考虑了战场压力、疲劳程
度和个人差别的 ASTT-ASCF,描述了生理、压力、个
性、文化、情感和社会关系对决策影响的 PMFSer-
vice集成框架,以及提出大规模通用认知体系结构的
SOAR项目.

图 3 指挥实体行为模型

图 4 基于 Agent的实体建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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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综合集成,运用 Agent技术[17−18],构建
了一个包含简单的反应、组合的反应、学习、推理、

综合等层次智能的框架[19],其中构建行动实体采用
1级∼3级的智能形式; 指挥实体采用 3级∼5级的
智能形式. 以便作战实体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
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的决策.对构建智能化的训练和
实验系统很有帮助.

1级 (简单的反应):指 Agent为应对外部刺激而
做出的简单决策. 采用 If 满足条件 Then执行行动的
规则表达方法.

2级 (组合的反应):是指应用一组具有领域知识
的组合.个性驱动行动产生的就是组合的反应.

3级 (学习):是指通过从环境中得到奖惩的方法
来不断地 “学习” 和 “积累经验”. 指挥实体和行动实
体都能学习.

4级 (推理): 对于一些未知情况模拟人的思维进
行假设,重在描述人的思维状态属性. 指挥实体的认
知心理就是在这一层实现.

5级 (综合): 综合是智能的高级阶段,将多种智
能方式结合可以自由地应对态势变化,进行决策. 指
挥实体指挥决策中很多情况需要规划,采用认知推
理进行决策. 但是,当任务主题的明确或者训练产生
的条件反射,可以存在 “蛙跳” 现象,即不许复杂的规
划,而是直接从信息输入阶段直接进入了输出控制
阶段.

5 结论

本文利用发生认识论提供的认知理论基础, 描
述了行为建模需要的认知、学习、思维、心理等的内

在机制和相关重要概念,提供了实体行为框架,针对
作战实体行为建模过程中,难以体现行为心理起源
和生成机制、不确定性条件下自主决策和行为适应

性等难题,建立 “个性分析＋环境感知＋规则表示”
的行动实体模型, “思维认知＋态势理解＋任务匹配”
的指挥实体模型,提升了作战实体行为模型的逼真
度、智能程度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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