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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ＡＵＶ（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协同对抗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用不完全信息

博弈理论研究 ＡＵＶ 的对抗行为。 以对抗双方的剩余生存概率和武器消耗量为评价指标，加入位置误

差影响因子，建立了面向不完全信息的 ＡＵＶ 博弈对抗目标分配模型。 以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为基

础，通过虚拟参与者“自然（Ｎａｔｕｒｅ）”，预先设置关于攻防策略类型的先验概率，选择出待分配的 ＡＵＶ
类型，然后通过后验概率不断修正关于对方采用的目标分配策略类型的判断。 提出了基于多目标离

散粒子群的不完全信息目标分配求解算法，得到了博弈对抗双方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目标分配策略，为
指挥官的作战指挥提供了策略选择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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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分配是作战对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与国防相关的运筹学应用中出现的基本问题之

一。 目标分配问题的本质就是在作战过程中按照一

定的要求，找到针对敌方目标分配的最佳解决方案，
合理地将系统的武器单元分配给多个目标，降低系

统执行任务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对抗收益［１］。 目标

分配是一种非线性组合优化和非确定性多项式完备

问题。 作为军事行动研究领域经典的约束优化问

题，受到了各国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方面的

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武从猛、王公宝［２］ 将遗传算法生成的粗略解作

为蚁群算法的初始信息素，结合蚁群算法中的并行、
正反馈机制求解了水面舰艇编队防空武器的目标分

配问题，缩短了目标分配的决策时间，提高了解的质

量。 Ｇｌｏｔｚｂａｃｈ 等［３］ 针对水下无人武器的协同攻击

问题，提出了异构无人舰艇编队的协同视线目标跟

踪原理，构建了无人舰艇编队的整体控制结构，提出

了自主舰艇编队目标视线协同攻击的控制准则和算

法。 田伟等［４］ 通过引入随机时间影响网络来分析

打击目标与任务之间的关系，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动

态目标分配问题的约束条件，构建了联合火力打击

的动态目标分配模型，结合远程对海打击的案例，通
过仿真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Ｌｉ 等［５］ 采用了基

于分解的多目标进化算法来解决基于资产配置最优

的目标分配问题，通过重新设定配对限制和选择操

作提高了算法的执行效率。 Ｌｉａｎｇ 和 Ｋａｎｇ［６］ 采用自

适应混沌并行克隆选择算法，结合混沌理论与并行

种群分类的优点，实现了种群初始化和种群更新，解
决了军舰编队防空应用的目标分配问题。 王玮

等［７］针对信息化作战条件下的海上编队目标分配

问题，在多层防御模式下的目标分配模型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交互式方法，用来求解海

上编队防空目标分配问题。 Ｊｉａ 等［８］ 根据目标的位

置和防御区域的半径进行防御区域分析，结合覆盖

状态和覆盖层数，提出多阶段攻击规划方法，将传统

的武器目标分配方法与多阶段武器目标分配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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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从参与对抗的一方角度出

发进行分析，而实际的对抗是一个双方交互的行为。
博弈对抗开始时，对抗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何

种行动，在只考虑一方收益最大条件下获得的最优

策略，必定是以对方采取某一特定策略为前提。 若

这一策略有损对方自己的利益，则对方并不会采取。
此时，单方求解得到的最优策略并不具备存在条件。
另外，交战双方各自的 ＡＵＶ 都有自己的攻击力类

型，根据攻击力的大小可分为高杀伤性类型和低杀

伤性类型。 因此，不同类型的 ＡＵＶ 在进行对抗时，
表现出来的博弈情形也会不同。 虽然敌我双方交战

时，各方都知道自己的 ＡＵＶ 攻击力类型，但是并不

清楚对方会选择哪种攻击力类型的 ＡＵＶ 执行打击

任务。 这意味着当对抗真正开始时，对抗双方不能

完全了解作战局势中的所有信息，并不清楚究竟会

体现为哪种博弈形式。 这种在进行博弈时，局中人

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局中人的类型、策略空间或

收益函数等信息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博弈

就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
本文针对 ＡＵＶ 博弈对抗中的信息不完全问题，

以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为基础，利用海萨尼转换，通
过引入虚拟参与人“自然” ［９］，先选择出 ＡＵＶ 类型

（高杀伤性 ＡＵＶ 或低杀伤性 ＡＵＶ），从而将博弈过

程中局中人的事前不确定性转变为博弈开始后的行

动不确定性，将未知成本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

关于“自然”的行动不确定博弈。

１　 面向不完全信息的 ＡＵＶ 目标分配
模型的构建

１．１　 ＡＵＶ 博弈对抗中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ＡＵＶ 的博弈对抗是一种非合作形式、信息不完

全、多阶段的动态博弈过程。 在双方进行攻防对抗

时，参与对抗的各方并不能完全了解与当前博弈相

关的信息。 虽然双方同时行动，但各方都没有机会

观察到对方的行动选择，因此，不可能确切知道对手

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

问题。
贝叶斯博弈是关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种建模

方式，也是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标准式描述。 本文要

寻找 ＡＵＶ 博弈对抗不完全信息下的目标分配最优

策略，实际上就是求解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取得的贝

叶斯纳什均衡。
在一个贝叶斯博弈过程 Ｇ ＝ ｛Ｉ，Ｔ，Ｐ，Ｓ，Ｕ｝ 中，

局中人 ｉ（ ｉ ∈ Ｉ） 的一个策略是从局中人 ｉ 的类型集

Ｔ ｉ 到其策略集 Ｓｉ（Ｔ ｉ） 的一个映射。
设Ｕｉ 表示除了局中人 ｉ的其他局中人采用策略

Ｓ －ｉ 时，局中人 ｉ 在类型为 Ｔ ｉ 时，选择策略 Ｓｉ 时的期

望效用收益，则有

Ｕｉ ＝ ∑Ｐ ｉ（Ｔ －ｉ ｜ Ｔ ｉ）Ｕｉ（Ｓｉ，Ｓ －ｉ（Ｔ －ｉ），Ｔ ｉ） （１）

式中： Ｓ －ｉ（Ｔ －ｉ） 表示其他局中人在给定类型 Ｔ －ｉ 时，
策略 Ｓ －ｉ 确定的行动组合。

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其他局中人类型的分布概

率条件下，这种策略组合使得每个局中人的期望效

用达到了最大。 即，如果策略组合 Ｓ∗
ｉ （Ｔ ｉ） 满足：

Ｓ∗
ｉ （Ｔ ｉ） ＝ ａｒｇｍａｘ

Ｓｉ∈Ｓ
∑Ｐ ｉ（Ｔ －ｉ ｜ Ｔ ｉ）Ｕｉ（Ｓｉ，Ｓ∗

－ｉ（Ｔ －ｉ），Ｔ ｉ）

（２）
　 　 则 Ｓ∗（Ｔ ｉ） ＝ （Ｓ∗

１ （Ｔ１），Ｓ∗
２ （Ｔ２），…，Ｓ∗

ｎ （Ｔｎ）） 即

为一个贝叶斯纳什均衡［１０］。
本文以对抗双方的剩余生存概率和武器消耗量

为评价指标，加入位置误差影响因子，建立了面向不

完全信息的 ＡＵＶ 博弈对抗目标分配模型。 继而，以
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为基础，预先设置关于攻防策

略类型的先验概率，选择出待分配的 ＡＵＶ 类型，然
后通过后验概率不断修正关于对方采用的目标分配

策略类型的判断。
１．２　 面向不完全信息的 ＡＵＶ 目标分配模型的构建

设不完全信息下的 ＡＵＶ 博弈对抗目标分配模

型用六元组集合描述，如（３）式所示

Ｇ ＝ ｛Ｉ，Ｔ，Ｓ，Ｐ，Ｐ，Ｕ｝ （３）
Ｉ ＝ ｛Ａ，Ｄ｝ 为博弈局中人的空间，Ａ 为攻击方，Ｄ 为

防御方， 这里的博弈空间中还引入了一个 “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 作为虚拟参与人。
Ｔ ＝ ｛ＴＡ，ＴＤ｝ 为ＡＵＶ博弈对抗中Ａ方和Ｄ方的

目标分配策略类型空间。 其中，ＴＡ 为 Ａ 方采取的策

略类型集，ＴＤ 为Ｄ方采取的策略类型集。 ＴＡ 对于攻

击方Ａ而言已知，但对于防御方Ｄ而言，其所选的策

略类型为一个随机变量，即参与博弈对抗的局中人

ｉ（ ｉ ∈ Ｉ ＝ ｛Ａ，Ｄ｝），观测到“自然（Ｎａｔｕｒｅ）” 对于自

己目标分配策略类型 Ｔ ｉ 的选择，而对于其他局中人

选择何种策略类型局中人 ｉ 并不知道。 同理，ＴＤ 对

于防御方Ｄ而言已知，但对于攻击方Ａ而言，其所选

的策略类型为一个随机变量。 但是，ＴＡ，ＴＤ 的概率

·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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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对于双方而言是共同知识，即局中人 ｉ（ ｉ
∈ Ｉ ＝ ｛Ａ，Ｄ｝） 具有其他局中人（用 － ｉ表示） 选择类

型的推断。
Ｓ ＝ ｛ＳＡ，ＳＤ｝ 是 ＡＵＶ博弈对抗目标分配的策略

集，ＳＡ ＝ ｛ＳＡ１，ＳＡ２，…，ＳＡｎ｝ 是 Ａ 方的目标分配策略

集，ＳＤ ＝ ｛ＳＤ１，ＳＤ２，…，ＳＤｎ｝ 是 Ｄ 方的目标分配策

略集。
Ｐ ＝ ｛ＰＡ，ＰＤ｝ 为参与博弈对抗的 Ａ、Ｄ双方对对

方策略类型的初始判断概率，有∑
ｎ

ｉ ＝ １
ＰＡｉ ＝ １（０ ＜ ＰＡｉ

＜ １），∑
ｍ

ｊ ＝ １
ＰＤｊ ＝ １（０ ＜ ＰＤｊ ＜ １）， 其概率分布是共同

知识。
Ｐ ＝ ｛ＰＡ，ＰＤ｝ 是参与博弈对抗的双方观察到对

方的对抗策略之后，使用贝叶斯法则对其对方策略

类型的推断进行修正后的概率。
ＰＡ 为防御方 Ｄ 观察到攻击方 Ａ 采取的攻击策

略后，对攻击方 Ａ 策略类型推断概率的修正。

ＰＡ ＝
Ｐ（ＴＡｉ ｜ ＳｈＡ（ｋ））Ｐ（ＳＡｉ（ｋ） ｜ ＴＡｉ，ＳｈＡ（ｋ））

∑
ＴＡｉ∈ＴＡ

Ｐ（ＴＡｉ ｜ ＳｈＡ（ｋ））Ｐ（ＳＡｉ（ｋ） ｜ ＴＡｉ，ＳｈＡ（ｋ））

（４）
式中： ＳｈＡ（ｋ） 为 Ａ 方在第 ｋ 个战斗步之前的历史策

略集合；ＳＡｉ（ｋ） 为 Ａ 方在第 ｋ 个战斗步的策略；

Ｐ（ＴＡｉ ｜ ＳｈＡ（ｋ）） 为 Ａ 方在历史策略集 ＳｈＡ（ｋ） 的条

件下，对选取类型 ＴＡｉ 的先验推断；Ｐ（ＳＡｉ（ｋ） ｜ ＴＡｉ，
ＳｈＡ（ｋ）） 为Ａ方在第 ｋ个战斗步时，在采取历史策略

集 ＳｈＡ（ｋ） 的前提下，选取策略 ＳＡｉ（ｋ） 的概率。
ＰＤ 为攻击方 Ａ 观察到防御方 Ｄ 采取的防御策

略后，对防御方策略类型推断概率的修正。

ＰＤ ＝
Ｐ（ＴＤｊ ｜ ＳｈＤ（ｋ））Ｐ（ＳＤｊ（ｋ） ｜ ＴＤｊ，ＳｈＤ（ｋ））

∑
ＴＤｊ∈ＴＤ

Ｐ（ＴＤｊ ｜ ＳｈＤ（ｋ））Ｐ（ＳＤｊ（ｋ） ｜ ＴＤｊ，ＳｈＤ（ｋ））

（５）
式中： ＳｈＤ（ｋ） 为 Ｄ 方在第 ｋ 个战斗步之前的历史策

略集合；ＳＤｊ（ｋ） 为 Ｄ 方在第 ｋ 个战斗步的策略。
Ｐ（ＴＤｊ ｜ ＳｈＤ（ｋ）） 为Ｄ方在历史策略集ＳｈＤ（ｋ） 的条件

下，对选取类型 ＴＤｊ 的先验推断；Ｐ（ＳＤｊ（ｋ） ｜ ＴＤｊ，
ＳｈＤ（ｋ）） 为Ｄ方在第 ｋ个战斗步时，在采取历史策略

集 ＳｈＤ（ｋ） 的前提下，选取策略 ＳＤｊ（ｋ） 的概率。
Ｕ ＝ ｛ＵＡ，ＵＤ｝ 是攻击方 Ａ 和防御方 Ｄ 的效用

收益。

ＵＡ ＝ ∑
Ｋ

ｋ ＝ １

ＰＡ·ＵＡ（ｋ） （６）

ＵＤ ＝ ∑
Ｋ

ｋ ＝ １

ＰＤ·ＵＤ（ｋ） （７）

　 　 ＡＵＶ 博弈对抗目标分配一个战斗步的博弈树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ＡＵＶ 博弈对抗目标分配一个战斗步的博弈树

　 　 从图 １ 可以看出，在博弈对抗开始前，引入了一

个虚拟参与人，我们称之为“自然”。 它以 ＰＡ１，ＰＡ２，
…，ＰＡｎ 的概率对 Ａ 方的 ＡＵＶ 类型进行选择，这个

概率分布是 Ａ、Ｄ 方的共同知识。 接下来，在 Ａ 方选

定类型下的 ＡＵＶ 中选择合适的 ＡＵＶ 对 Ｄ 方目标进

行选择打击，Ｄ 方在下一步观察到 Ａ 方的攻击策略

后，对 Ａ 方的类型进行概率修正，并以此为基础对 Ａ

·７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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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进行目标分配。 双方就在这样的交互过程中完成

目标分配策略的选择。
把 ＡＵＶ 博弈对抗的目标分配过程看做是一个

不完全信息的多阶段博弈过程，整个博弈过程分为

ｋ 个阶段，ｋ ∈ Ｎ ＋，Ａ 方和 Ｄ 方关于目标分配的策略

选择交互进行。 在进行效用收益计算时，如果第 ｋ
个战斗回合的博弈结果达到了所在阶段的最优效

果，则该战斗回合的效用收益可以完全计入到博弈

对抗的总效用收益，即不存在博弈效用收益折扣。
反之，如果第 ｋ 个战斗回合的博弈结果未达到所在

阶段的最优效果，则在计算博弈对抗的总效用收益

时，需要去除掉该战斗回合的效用收益折损，即博弈

效用收益具有折扣率。 不失一般性，本文中讨论的

对抗双方在博弈过程中没有收益折扣，即博弈收益

没有折损。
定义决策变量 δ ｉｊ 来表征 ＡＵＶｉ 和目标 ＡＵＶ ｊ 之

间的映射关系。 攻击方的 ＡＵＶ 编队由 ＷＡ 个 ＡＵＶ
组成，防御方的 ＡＵＶ 编队由 ＷＤ 个 ＡＵＶ 组成。 即，
分配执行攻击任务的 ＡＵＶ 总数量为 ＷＡ，分配执行

防御任务的 ＡＵＶ 总数量为 ＷＤ。 目标分配方案可以

用决策向量矩阵 δ 表示，分量 δ ｉｊ ＝ １ 时表示第 ｉ 个
ＡＵＶ 被分配给第 ｊ 个攻击目标，δ ｉｊ ＝ ０ 时表示第 ｉ 个
ＡＵＶ 未分配给第 ｊ 个攻击目标，且满足

∑
ＷＤ

ｊ ＝ １
δｉｊ ≥ １ ｉ ∈ ｛１，２，…，ｎ｝ （８）

　 　 选择敌方剩余威胁概率最小和 ＡＵＶ 数量消耗

最少作为评价目标分配策略效用收益的指标，则第

ｋ 个战斗回合下的目标分配策略效用收益为

ＵＤ（ｋ） ＝ ｍｉｎ∏
ＷＡ（ｋ）

ｉ ＝ １
（１ － （１ － γ）Ｐ ｉｊ） δｉｊ （９）

ＵＡ（ｋ） ＝ ｍｉｎ∏
ＷＤ（ｋ）

ｊ ＝ １
（１ － （１ － γ）Ｐ ｊｉ） δ ｊｉ （１０）

ＷＡ ＝ ｍｉｎ∑
ＷＡ

ｉ ＝ １
δｉｊ （１１）

ＷＤ ＝ ｍｉｎ∑
ＷＤ

ｊ ＝ １
δ ｊｉ （１２）

ｓ．ｔ． ∏
ＷＡ

ｉ ＝ １
（１ － （１ － γ）Ｐ ｉｊ） δｉｊ ≤ ＫＰ （１３）

　 　 ∏
ＷＤ

ｊ ＝ １
（１ － （１ － γ）Ｐ ｊｉ） δ ｊｉ ≤ ＫＰ （１４）

　 　 ＵＤ（ｋ） 为第 ｋ个战斗回合对抗后Ｄ方的剩余生

存概率，ＵＡ（ｋ） 为第 ｋ 个战斗回合对抗后 Ａ 方的剩

余生存概率。 ＷＡ 为整个对抗过程中 Ａ 方总的 ＡＵＶ
消耗，ＷＤ 为整个对抗过程中 Ｄ 方总的 ＡＵＶ 消耗。
ＷＡ（ｋ） 为第 ｋ 个战斗回合时 Ａ 方消耗的 ＡＵＶ 数量，
ＷＤ（ｋ） 为第 ｋ个战斗回合时Ｄ方消耗的ＡＵＶ数量。
ＫＰ 是毁伤阈值。 γ 为位置误差影响因子，定义为目

标实际位置与探测到的位置的比值，通过位置误差

影响因子取值的不同，来反映位置误差对 ＡＵＶ 目标

分配策略选择结果的影响。

２　 不完全信息下目标分配贝叶斯纳什
均衡策略求解

本节针对不完全信息下 ＡＵＶ 对抗目标分配的

最优策略选择问题，结合其离散化的特点，在上述建

立的不完全信息目标分配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以

多目标离散粒子群为基础的面向不完全信息目标分

配贝叶斯纳什均衡策略的求解算法。
ＡＵＶ 博弈对抗期间，每个 ＡＵＶ 被分配一次，每

个目标至少被一个 ＡＵＶ 攻击。 通过使用自然数编

码的形式，将自然数编码与分配给攻击目标的 ＡＵＶ
编号相对应，确立粒子与待求解目标分配策略之间

的映射关系。 每个粒子按照待攻击目标顺序排列的

ＡＵＶ 标号组成，其列向量上的数值与优化过程中分

配给目标的 ＡＵＶ 标号相对应。 每个粒子都是一种

可能的目标分配方案，其长度等于待攻击目标的

总数。
因为目标分配问题中的变量不具备连续的性

质，所以将适用于求解连续变量的基本粒子群算法

中的粒子速度更新公式进行重新定义，将粒子速度

定义为粒子位置改变的概率［１１］，使其适用于求解离

散问题的情况。
粒子位置的更新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惯性部

分、自我认知部分、社会认知部分，如（１５）式所示

Ｘｋ＋１
ｉ （ ｔ） ＝ ｃ２ → Ｆ３（ｃ１ → Ｆ２（（ω → Ｆ１（Ｘｋ

ｉ（ ｔ））），
ｐｉｄ（ ｔ）），ｐｇ（ ｔ）） （１５）

　 　 公式（１５）中， ω→Ｆ１（Ｘｋ
ｉ（ ｔ）） 为惯性部分，表示

粒子速度是一个以概率为 ω 的目标置换操作。
在进行目标置换操作时，需引入一个中间变量

Φ（ ｔ），令 Φ（ ｔ） ＝ Ｆ１（Ｘｋ
ｉ（ ｔ））。 产生一个［０，１］ 之间

的随机数 ｒ１，判断 ｒ１ 与 ω 之间的大小关系。 若 ｒ１ ＜
ω，则对粒子进行置换操作。 此时需要在［１，ｍ］ 区

间随机产生 ２ 个自然数 ａ 和 ｂ，将 ａ 和 ｂ 对应位置上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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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ＡＵＶ 标号进行互换。 若 ｒ１ ≥ ω，则保持原粒子不

变，此时的 Φ（ ｔ） 为 Φ（ ｔ） ＝ Ｘｋ
ｉ（ ｔ）。 即

Φ（ ｔ） ＝
Ｆ１（Ｘｋ

ｉ（ ｔ））　 ｒ１ ＜ ω

Ｘｋ
ｉ（ ｔ）　 ｒ１ ≥ ω{ （１６）

粒子惯性部分位置置换过程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粒子位置置换操作示意图

公式 （ １５） 中， ｃ１ → Ｆ２（（ω → Ｆ１（Ｘｋ
ｉ （ ｔ））），

ｐｉｄ（ ｔ）） 为自我认知部分，表示粒子速度是一个以概

率为 ｃ１ 的交叉操作，粒子根据个体极值 ｐｉｄ（ ｔ） 调整

自身的位置。
在进行目标交叉操作时，需要引入第二个中间

变量 Ψ（ ｔ），令 Ψ（ ｔ） ＝ Ｆ２（Φ（ ｔ），ｐｉｄ（ ｔ））。 然后产生

一个［０，１］ 之间的随机数 ｒ２，将 ｒ２ 与 ｃ１ 相比较，如果

ｒ２ ＜ ｃ１，则进行交叉操作。 此时需要在［１，ｍ］ 区间

内随机产生 ２ 个自然数 ｅ 和 ｆ，将已经进行置换操作

后的粒子 ｅ和 ｆ 对应位置区间上的 ＡＵＶ 标号与个体

极值 ｐｉ（ ｔ） 中 ｅ和 ｆ对应位置区间上的ＡＵＶ标号进行

交叉操作。 此时的 Ψ（ ｔ） ＝ Ｆ２（Φ（ ｔ），ｐｉｄ（ ｔ））。 但如

果 ｒ２ ≥ ｃ１，则 Ψ（ ｔ） ＝ Φ（ ｔ）。 即

Ψ（ ｔ） ＝
Ｆ２（Φ（ ｔ），ｐｉｄ（ ｔ））　 ｒ２ ＜ ｃ１
Φ（ ｔ）　 ｒ２ ≥ ｃ１

{ （１７）

　 　 粒子自我认知部分与个体极值的交叉过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粒子与个体极值的交叉操作

公 式 （ １５ ） 中， ｃ２ → Ｆ３（ｃ１ → Ｆ２（（ω →
Ｆ１（Ｘｋ

ｉ（ ｔ））），ｐｉｄ（ ｔ）），ｐｇ（ ｔ）） 为社会认知部分，表示

粒子的速度是一个以概率为 ｃ２ 的交叉操作，粒子根

据全局极值 ｐｇ（ ｔ） 调整自身的位置。 令 Ｘｋ＋１
ｉ （ ｔ） ＝

Ｆ３（Ψ（ ｔ），ｐｇ（ ｔ）），产生一个［０，１］ 之间的随机数 ｒ３，

将 ｒ３ 与 ｃ２ 相比较，如果 ｒ３ ＜ ｃ２，则进行交叉操作。 此

时需要在［１，ｍ］ 区间随机产生 ２个自然数 ｇ和 ｈ，将
已经进行置换操作后的粒子 Ψ（ ｔ） 中 ｇ 和 ｈ 对应位

置区间上的 ＡＵＶ 标号与全局极值 ｐｇ（ ｔ） 中 ｇ 和 ｈ 对

应位置区间上的 ＡＵＶ 标号进行交叉操作，此时 Ｘｋ＋１
ｉ

（ ｔ） ＝ Ｆ３（Ψ（ ｔ），ｐｇ（ ｔ））。 但如果 ｒ３ ≥ ｃ２，则 Ｘｋ＋１
ｉ （ ｔ） ＝

Ψ（ ｔ）。 即

Ｘｋ＋１
ｉ （ ｔ） ＝

Ｆ３（Ψ（ ｔ），ｐｇ（ ｔ））　 ｒ３ ＜ ｃ２
Ψ（ ｔ）　 　 　 　 ｒ３ ≥ ｃ２

{ （１８）

　 　 粒子社会认知部分与全局极值的交叉过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粒子与全局极值的交叉操作

在迭代过程中， ｐｉｄ（ ｔ） 和 ｐｇ（ ｔ） 持续更新，最终

输出值 ｐｇ（ ｔ） 即为全局最优解。
算法程序流程图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不完全信息下目标分配策略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求解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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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假设 Ａ 方 ＡＵＶ 编队由 １５ 艘攻击力不同的

ＡＵＶ 组成，要对 Ｄ 方 １０ 个目标（这 １０ 个目标已经

由传感器探测得到）进行攻击，按照毁伤能力的大

小将 ＡＵＶ 分为高杀伤性和低杀伤性 ２ 种类型。 仿

真参数如表 １ 所示。
仿真中 ＡＵＶ 的毁伤概率值是作为基础数据读

取的，其取值不会对文中所提算法产生实质性影响。
另外，由于获取实际的水下 ＡＵＶ 毁伤概率参数存在

较大困难，所以对本论文中的毁伤概率参数进行了

模拟设定。 设定每个 ＡＵＶ 对不同目标的毁伤概率

如表 ２ 所示（表 ２ 中上一行为 Ａ 方对 Ｄ 方的毁伤概

率，下一行为 Ｄ 方对 Ａ 方的毁伤概率）。
表 １　 ＡＵＶ 不完全信息博弈目标分配仿真参数

参数 取值

毁伤阈值 ０．９

初始高杀伤性类型 ＡＵＶ 概率 ０．５

初始低杀伤性类型 ＡＵＶ 概率 ０．５

外部种群入口阈值 ２５

交叉概率 ０．８２

变异概率 ０．１５

最大迭代次数 １００

表 ２　 Ａ 方、Ｄ 方的毁伤概率

Ａ 方
Ｄ 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
０．５３ ０．８２ ０．９１ ０．８５ ０．７５ ０．６２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６４
０．４６ ０．６５ ０．７１ ０．６３ ０．８２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５８ ０．６９ ０．７３

２
０．７６ ０．８１ ０．９１ ０．７５ ０．９１ ０．７８ ０．８０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８３
０．８７ ０．９２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８４ ０．６９ ０．７５ ０．８２ ０．７９ ０．６４

３
０．８３ ０．７４ ０．８６ ０．５３ ０．８４ ０．９３ ０．６０ ０．８１ ０．７４ ０．８０
０．６８ ０．７５ ０．６９ ０．５４ ０．７４ ０．８５ ０．６２ ０．７３ ０．９２ ０．５６

４
０．４３ ０．７５ ０．８４ ０．６２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５４ ０．６８ ０．６７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９２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３ ０．６０ ０．７８ ０．６５ ０．６７

５
０．７１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９０ ０．７８ ０．６６ ０．８３ ０．６９ ０．８４ ０．８２
０．６９ ０．８４ ０．８３ ０．８８ ０．７６ ０．５７ ０．６５ ０．７４ ０．７９ ０．５８

６
０．８２ ０．６０ ０．５６ ０．９２ ０．５７ ０．７３ ０．６２ ０．８７ ０．７５ ０．６４
０．５６ ０．５８ ０．６１ ０．８４ ０．７４ ０．６５ ０．５７ ０．６３ ０．８２ ０．７５

７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６０ ０．７８ ０．８７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６５ ０．６０ ０．７８
０．５６ ０．８３ ０．７１ ０．８９ ０．４５ ０．５７ ０．４９ ０．８１ ０．６７ ０．６５

８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６２ ０．９１ ０．８８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９０ ０．８４ ０．５８
０．５１ ０．６２ ０．９１ ０．８７ ０．５２ ０．６５ ０．８４ ０．９３ ０．８６ ０．７５

９
０．６５ ０．６３ ０．８４ ０．８７ ０．５７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８７ ０．８２ ０．５７
０．６９ ０．７５ ０．８２ ０．８４ ０．６７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６２ ０．６５ ０．８７

１０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８８ ０．８０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８７ ０．７８ ０．９１ ０．６７
０．５９ ０．６７ ０．７９ ０．７５ ０．８３ ０．７７ ０．８１ ０．９０ ０．８７ ０．８５

１１
０．８５ ０．８８ ０．７８ ０．８６ ０．５８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６４
０．７７ ０．６５ ０．８４ ０．７４ ０．５９ ０．６４ ０．４８ ０．７４ ０．６３ ０．５４

１２
０．８４ ０．８７ ０．８９ ０．６７ ０．８４ ０．８９ ０．５６ ０．７５ ０．６４ ０．８５
０．８２ ０．６９ ０．７１ ０．７５ ０．６８ ０．８６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７６ ０．８３

１３
０．６２ ０．７１ ０．８４ ０．５７ ０．７８ ０．８７ ０．８８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６２
０．７２ ０．５６ ０．７８ ０．８５ ０．８７ ０．６９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５８

１４
０．９３ ０．８５ ０．７９ ０．６７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６４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６９ ０．８４ ０．８１ ０．７５ ０．８５ ０．６２ ０．７９ ０．７５ ０．８６ ０．５７

１５
０．５７ ０．７１ ０．６２ ０．８７ ０．５８ ０．７９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７２ ０．９０
０．７５ ０．６３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５９ ０．８４ ０．７９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８７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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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算法比较及目标分配结果分析

在相同初始环境条件、不同种群规模和迭代次

数下，采用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和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

求解算例，分别运行 ５０ 次后，得到的算法平均运行

时间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平均运行时间

算法 迭代次数
种群规模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ＭＯＤＰＳＯ

５０ ０．４５０ ３ ０．９１７ ５ １．７５８ ２

１００ ０．９４３ ０ １．４３１ ２ ２．９６３ ５

２００ １．４７３ ３ ３．１８９ ３ ５．９８７ ２

ＮＳＧＡ⁃Ⅱ

５０ ０．７８２ ５ １．３５４ ６ １．９５７ ４

１００ １．１０９ ２ １．９５６ ３ ３．１４２ ５

２００ １．５６２ ９ ３．２０１ ７ ６．５６３ １

由表 ３ 可以看出，在不同种群规模和迭代次数

下，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的求解运行时间均小于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的求解运行时间。
在相同初始条件下，迭代次数都是 １００ 次时，采

用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的算法和基于 ＮＳＧＡ⁃Ⅱ的算法求

解算例得到的适应度函数平均值曲线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适应度函数平均值曲线

从图 ６ 中可以看出，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的适应

度函数平均值曲线在 ４０ 代附近趋于收敛，基于 ＮＳ⁃
ＧＡ⁃Ⅱ算法的适应度函数平均值曲线在 ４０ 代处仍

有下降趋势，尚未收敛。 从求解快速性的角度上来

讲，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的算法比基于 ＮＳＧＡ⁃Ⅱ的算法更

具优势。
不同种群规模下，分别采用 ２ 种算法得到的目

标分配策略，Ａ 方和 Ｄ 方的剩余生存概率情况如表

４ 所示。 （为了消除仿真模拟中的随机特性，对每种

算法都进行了 １００ 次的独立试验，统计得到 ２ 种算

法下对抗双方剩余生存概率的平均值）。

表 ４　 Ａ 方和 Ｄ 方的剩余生存概率

算法
种群规模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ＮＳＧＡ⁃Ⅱ
０．２５３（Ａ） ０．２５９ （Ａ） ０．２３４（Ａ）

０．１５６（Ｄ） ０．１５３（Ｄ） ０．１３５（Ｄ）

ＭＯＤＰＳＯ
０．１７３（Ａ） ０．１８９ （Ａ） ０．１６５（Ａ）

０．１２４（Ｄ） ０．１１８（Ｄ） ０．１０６（Ｄ）

由表 ４ 可以看出，在不同种群规模下，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求解得到的 Ａ、Ｄ 方的剩余生存概率

值比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得到的 Ａ、Ｄ 方的剩余生存

概率值小，说明采用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得到的对抗双方

目标分配策略方案对敌方的攻击力更强，对抗毁伤

效果更好。 由表 ４ 中还可以看出，无论采用哪种算

法，Ａ 方的剩余生存概率始终高于 Ｄ 方的剩余生存

概率，因此，Ａ、Ｄ 双方的对抗结果为 Ａ 方获胜。
３．２　 贝叶斯纳什均衡解分布均匀性的 ＳＰ 测度评价

ＳＰ 测度是一种衡量所得到的非劣解在解空间

均匀分布情况的指标。 ＳＰ 值越小，表明 Ｐａｒｅｔｏ 解分

布越均匀。 在群体规模为 １００，迭代次数为 １００ 的

条件下，算法分别独立运行 ５０ 次，ＳＰ 测度值的统计

结果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帕累托最优解集的分布均匀性

由图 ７ 所示的箱体图可以看出，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得到的箱体图区间比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得到的

箱体图区间小。 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得到的 ＳＰ 测度

均值为 ０．０４０ ６，方差为 ０．００５ ９，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

得到的 ＳＰ 测度均值为 ０．０７０ ３，方差为 ０．０１３ １。 因

此，基于 ＭＯＤＰＳＯ 算法求解面向不完全信息的 ＡＵＶ
对抗目标分配问题得到的 Ｐａｒｅｔｏ 最优解分布，相较

基于 ＮＳＧＡ⁃Ⅱ算法得到的 Ｐａｒｅｔｏ 最优解分布更加均

匀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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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位置误差对目标分配策略选择的影响

１．２ 节中建立的面向不完全信息的目标分配模

型中加入了位置误差影响因子，其值越大表示目标

位置的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偏差越严重。 图 ８ 给出了

位置误差影响因子的取值在不同范围内，满足毁伤

阈值 ０．９ 的条件下，对 ＡＵＶ 对抗目标分配策略选择

的影响。

图 ８　 不同位置误差影响因子下的 ＡＵＶ 消耗

图 ８ 中的横坐标为位置误差影响因子的变化情

况，纵坐标为消耗的 ＡＵＶ 数量。 可以看出，当位置

误差影响因子低于 ０．００５ 时，其策略选择近似等于

理想状态，此时分配 １０ 个 ＡＵＶ 就可以达到作战预

期。 当位置误差影响因子在 ０．００５ ～ ０．０２４ ５ 时，需
要增加 ＡＵＶ 数量至 １２。 当位置误差影响因子在

０．０２４ ５～０．０２７ ４ 时， 需要增加 ＡＵＶ 数量至 １４。 当

位置误差影响因子为 ０．０２７ ５ 时，需要将编队中的

１５ 个 ＡＵＶ 全部分配出去才能完成打击任务。 若位

置误差影响因子高于 ０．０２７ ５ 时，即使将整个编队中

的 ＡＵＶ 全部分配对目标进行打击，也不能完成对目

标的预期毁伤效果。 位置误差影响因子取值越大，
在进行目标分配时，达到同样的毁伤效果消耗的

ＡＵＶ 数量越多。

４　 结　 论

本文对面向不完全信息博弈的 ＡＵＶ 对抗目标

分配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 把对抗双方看作博弈的

局中人，将 ＡＵＶ 对目标的映射关系作为局中人博弈

可选的策略集合。 基于贝叶斯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

弈模型，建立了不完全信息下的 ＡＵＶ 博弈对抗目标

分配模型。 根据 ＡＵＶ 目标分配策略不连续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目标离散粒子群的不完全信息目

标分配贝叶斯纳什均衡策略的求解算法，用粒子位

置代表目标的候选策略，将粒子速度定义为粒子位

置改变的概率，以适应决策变量的离散特征。 仿真

结果表明，所建立的面向不完全信息的 ＡＵＶ 博弈对

抗目标分配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 ＡＵＶ 的对抗局势，
所得到的目标分配策略可以根据指挥官的决策偏好

为其提供策略选择帮助。

参考文献：

［１］　 欧峤， 贺筱媛， 陶九阳． 协同目标分配问题研究综述［Ｊ］． 系统仿真学报， ２０１９（１１）： ２２１６⁃２２２７
ＯＵ Ｑｉａｏ， ＨＥ Ｘｉａｏｙｕａｎ， ＴＡＯ Ｊｉｕｙａｎｇ．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１１）：
２２１６⁃２２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武从猛， 王公宝． 遗传－蚁群算法在目标分配问题中的应用研究［Ｊ］． 兵工自动化， ２０１４， ３３（４）： ８⁃１１
ＷＵ Ｃｏｎｇｍ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Ｇｏｎｇｂａ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Ｊ］． Ｏｒｄ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３３（４）： ８⁃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ＧＬＯＴＺＢＡＣＨ Ｔ，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Ｍ， ＯＴＴＯ Ｐ．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ｉｇｈ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ｅａ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５， ６７： ５３⁃６０

［４］　 田伟， 王志梅， 段威． 基于随机时间影响网络的联合火力打击动态武器目标分配问题研究［Ｊ］． 指挥控制与仿真， ２０２０，
４２（６）： ３８⁃４６
ＴＩＡＮ 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ｍｅｉ， ＤＵＡＮ Ｗ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ｆｉｒｅ ｓｔｒｉｋ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ｔｉｍ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４２（６）： ３８⁃４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ＬＩ Ｘ， ＺＨＯＵ Ｄ， ＰＡＮ Ｑ， ｅｔ ａｌ． Ｗｅａｐ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ｙ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Ｊ］．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１： １⁃２０

［６］　 Ｌ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ｔａｏ， ＫＡＮＧ Ｆｅｎｇｊｕ．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ｈａｏ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ｌ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Ｏｐｔｉ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Ｏｐ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７（６）： ３４５９⁃３４６５

［７］　 王玮， 刘兴林， 王军， 等． 信息化条件下海上编队区域防空目标分配方法［Ｊ］．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 ３５（４）：

·２６７·



第 ４ 期 魏娜，等：基于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目标分配决策

１０１１⁃１０１８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ＬＩＵ Ｘｉｎｇ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ｒｅａ ａｎｔｉ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５， ３５（４）： １０１１⁃１０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ＪＩＡ Ｚ， ＬＵ Ｆ， ＷＡＮＧ Ｈ．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ｗｅａｐ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２０， ３１（３）： ５３９⁃５５０

［９］　 朱弗登博格， 让梯若尔． 博弈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ＤＲＥＷ 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 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张彦革． 基于贝叶斯均衡和搜索算法的博弈模型研究［Ｄ］． 沈阳：东北大学， 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ａｍ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Ｄ］．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１１］ 叶文， 朱爱红， 欧阳中辉， 等． 基于混合离散粒子群算法的多无人作战飞机协同目标分配［Ｊ］． 兵工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１（３）：
３３１⁃３３６
ＹＥ Ｗｅｎ， ＺＨＵ Ａｉｈｏ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ＵＣＡ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Ａｃｔａ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ｉ， ２０１０， ３１（３）： ３３１⁃３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ＷＥＩ Ｎａ１，２，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ｙｏ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Ｘｉ′ａｎ Ｓｈｉｙ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５， 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ö

ø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ＵＶ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ａｐ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 ＡＵＶ ｇａｍ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ｔ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ＵＶｓ ｔｏ ｂ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ｙ ａｒ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ｔａｒｇｅｔ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ｈｅ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引用格式：魏娜， 刘明雍． 基于贝叶斯纳什均衡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目标分配决策［ 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０（４）：
７５５⁃７６３
ＷＥＩ Ｎａ，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ｙｏ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 ４０（４）： ７５５⁃７６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２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３６７·




